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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以中國神話中之「鳳」為校
徽，蓋自漢代以來，鳳即被視為 
「南方之鳥」，且素為高貴、美麗、
忠耿及莊嚴之象徵。以紫與金為 
校色，取意在紫色象 徵 熱誠 與 
忠耿，金色象徵堅毅與果敢。

校訓為「博文約禮」。知識深廣 
謂之博文，遵守禮儀謂之約禮。 
「博文約禮」為孔子之主要教育
規訓，其言載於《論語》：「子曰： 
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
畔矣夫。」本校教育方針為德智並
重，故採「博文約禮」為校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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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概述

簡史
香港中文大學是以新亞書院（一九四九年創立）、崇基學院（一九五一年 
創立）及聯合書院（一九五六年創立）三所專上學院為基礎而建立。該三所院
校之早期師生多來自內地。

一九五七年，三所院校為爭取政府承認彼等為香港學生提供高等教
育所付的努力，聯合組成「中文專上學校協會」。一九五九年，富爾敦先生 
（Mr. John S. Fulton，其後獲封為富爾敦勳爵）應邀就三院的發展提供意見。
一九六零年，政府通過《專上學校條例》及有關規則，資助三院，藉以提高其
水準。

一九六一年，「大學籌備委員會」成立，由關祖堯爵士任主席，初步籌劃大
學校址、建設，以及一切有關大學成立之事宜。同年，一個包括英美學人的顧
問團，就如何把三院文、理、商、社各科課程提高至大學水準，提供寶貴意見。
根據顧問團的建議，政府於一九六二年委任以富爾敦先生為主席之委員會，
專責考慮應否成立一所中文大學，並建議成立之法。

一九六三年四月，《富爾敦報告書》公布，建議設立香港中文大學。政府
隨即宣布原則上接納該報告書。同年六月，「臨時校董會」成立；九月，大學條
例及規程完成立法程序；十月十七日，香港中文大學宣告成立。



第
一
部

	 4	 第一部	•	概述

大學條例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大學監督宣布任命由校外人士組成的「香港中文大學調查
委員會」，研究大學及其成員書院之組織應否有所改變，富爾敦勳爵再度獲
委為該委員會主席。

第二份《富爾敦報告書》於一九七六年三月呈交大學監督，並於同年五月
公布。該報告建議，對大學及其成員書院之組織及條例，進行重大改革。根據
報告書建議的新安排，大學須對教學與發展方針、財務管理、大學入學試、聘
任教職員、擬定課程、舉辦考試及頒授學位等，負起責任，並加強高級教務人
員參與治校。報告書並建議，大學應提供「學科為本」（Subject-or ientated）
與「學生為本」（Student-or i ent a t ed）兩種教學模式，務求兩者均衡發展， 
「學生為本」教學應由各成員書院負責。至於策劃「學生為本」教學的原則，應
為：（一）就學生選修的學科範圍，協助其培養專才所具之習向與才能，以解決
日後可能遇到的問題；（二）使學生具備面對社會急劇變化的適應能力。為實
施第二份《富爾敦報告書》的建議，大學新條例與規程於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完
成立法程序。

一九八六年，大學獲邵氏基金會慷慨贊助，設立第四所成員書院，命名為
逸夫書院，並於一九八八年九月開始收生。大學條例及規程因此再予修訂。

大學非常重視其書院制，並肯定各成員書院的重要貢獻。為配合大學在
二零一二年恢復四年制本科課程而增加三千多名本科生，校方決定成立多
所新書院。大學厚蒙多位贊助人慷慨捐贈，得以在二零零六年五月成立晨興
書院和善衡書院，於二零零七年五月成立敬文書院和伍宜孫書院，及於同年 
十月成立和聲書院。大學在二零零七年七月依據條例和按照大學校董會的特
別決議，宣布晨興書院和善衡書院為大學的成員書院。立法會又於二零零八年
二月頒布條例，宣布敬文書院、伍宜孫書院及和聲書院為香港中文大學成員
書院。

大學條例與規程刊於本《概況》第七部之《香港中文大學條例》。

教務結構與政策
香港中文大學不斷發展，開設多項全日制與兼讀制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課
程。本校現設有文學院、工商管理學院、教育學院、工程學院、法律學院、醫學
院、理學院及社會科學院，共分五十八個學系／專業學院，分別在三年制課
程下提供五十八項主修課程及六十六項副修課程，以及在四年制課程下提供
六十八項主修課程及六十五項副修課程，供本科學生修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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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課程由研究院五十八個學部開設，計有三十八項哲學碩士博士銜
接課程、三十五項博士課程、一百六十八項碩士課程、二十二項學士後文憑課
程及一項專業證書課程。

大學教務會掌管教學與研究；學院則透過學院院務會，就屬下各學系／
專業學院有關課程之建議，向教務會提出意見。學系／專業學院負責「學科」
教學；書院除了提供學生宿舍，亦負責「全人」教育，讓學生全面發展。教師及
全日制本科生（除少數受聘於研究所／中心之教師外）均分別附屬於其中一所
學院及書院。

■■本科課程
本校自創校以來，本科課程即採用學分及學位試綜合制。八十年代中期，大學
全面檢討課程結構後，改用純學分制。自一九九一至九二年度起，大學進一步
改善學分制，增加學生在選課及修業進度的靈活性。

全日制本科課程
本校多年來不斷提供新的課程，以應社會需要。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在四
年制課程下共推出兩項新主修及一項新副修課程：

課程名稱 學院／中心 主／副修

社區健康理學士課程 醫學院 主修

當代中國研究文學士／社會科學學士課程 中國研究中心 主修

文化管理 文學院 副修

新課程當中的社區健康理學士課程是特別為具備副學士學位／高級文憑
資格的高年級生而設的兩年制銜接課程。

■■研究院課程
本校於一九六六至六七年度首次設立碩士學位課程，現開設的碩士課程共計
一百六十八項。博士學位課程自一九八零至八一年度開設，今年共有三十五
項。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自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起開設，現有三十八項。另
亦開設二十二項學士後文憑課程與一項專業證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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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活動
本校鼓勵轄下八間學院從事高質素的研究工作，擴濶及增進人類的知識領
域，為社會各界提供諮詢服務，並與工商界維持緊密合作。本校亦先後成立
了多個主要研究所，撥出研究經費，為教研人員提供所需設施。

本校一方面鼓勵多元化的基礎和應用研究，另一方面亦爭取卓越成就，提
升大學的國際聲譽。在二零零六年一月的策略計劃中，大學根據其發展藍圖和
籌募目標，選出下列五個研究領域為發展重點：中國研究、生物醫學科學、信
息科學、經濟與金融，以及地球信息與地球科學。在過往六屆角逐全港卓越
學科領域計劃的甄選中，本校成功獲得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的
項目包括：植物及農業生物科技中心、中醫中藥研究與發展、母體血漿胎兒核
酸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的歴史人類學研究、網絡編碼研究所、細胞器生物合
成和功能研究中心，以及資訊科技。本校在這些課題的研究實力已達至世界
級水準，並具極佳的發展潛力。

在國家重點實驗室計劃方面，中大先後成立了四所國家重點實驗室夥伴
實驗室。二零零六年創辦的華南腫瘤學國家重點實驗室，旨在對亞洲人中常
見的癌症作生物學研究，以期於癌症發生早期即能確診，並提出有效的診治
方案。成立於二零零八年的農業生物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則致力改良中國
農民種植的水稻品種，以提升稻米產量。此外，於二零零九年成立的植物化學
與西部植物資源持續利用國家重點實驗室，專研中醫中藥現代化及生物科技
於醫學的應用。而成立於二零一零年的合成化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則致力推
動跨學科基礎研究。

中大每年將政府劃撥的整體撥款的四分之一用作科研經費，惟教研人員
的各項研究計劃仍需依賴其他研究基金資助，例如在二零一二至一三年度便
取得香港研究資助局的角逐補助金共超過一億四千三百五十萬港元，研究成
果更屢獲本地和國際權威期刊登載，足證研究質素之高。

其他重要資助團體有優質教育基金、創新及科技基金、醫療衞生研究基
金、健康護理及促進基金和多宗私人捐款。

大學的研究事務委員會是負責分配內部研究撥款之主要單位之一，下設
八個學科小組，各由五至二十三名經驗豐富研究人員組成，為委員會提供意
見。委員會又負責評估研究建議書及擇優推薦申請外界資助，並由研究事務
處專責科研行政及支援工作。研究事務處亦負責執行各項研究政策，以協助
拓展大學的科研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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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轉移
中大知識轉移工作涵蓋多方面，包括簽署合約和授權協議、保護及運用知識
產權、策劃予公眾和專業人士的活動，並以不同渠道傳遞知識，藉此把大學各
項科技及非科技的創新思維、研究和發明，化為具經濟收益與社會效益的成
果，公諸社會所用。

中大知識轉移處主要透過落實大學政策、市場推廣、提高學者對產學研
協作的認識和參與並強化創業教育，致力促進相關交流。在大學教育資助委
員會的撥款支持下，該處舉辦多項活動，統籌資助計劃，推廣校內知識轉移文
化。「知識轉移項目基金」建立了嶄新的跨學科合作專項，讓學者以不同的專
業角度和研究成果解決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問題；「科技及業務發展基金」除
了為具備產業化潛質的項目提供種子基金外，亦鼓勵研究人員在技術開發的
早期提高策略夥伴的參與，識別潛在問題並在早期解決；「專業培訓基金」鼓
勵研究人員參與本地及海外的知識轉移活動，並與同事分享，從而掀起漣漪
效應，推動相關發展；「專利申請基金」鼓勵學者申請專利以保障其研究和智
慧成果。

在以知識經濟為主的時代，大學以成立附屬機構及衍生公司的方式將創
新意念轉移，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作用日漸凸顯。二零一三年五月，中大創
業研究中心、創新科技中心及知識轉移處推出中大「創進坊」，以協助有志創
業的中大學生和校友開拓和把握商業機遇，其中知識轉移處在科技授權方
面提供專業服務，並通過「大學附屬機構及衍生公司委員會」，協助制定政策
和基礎框架，不僅為產學之間建立新的橋樑，同時拉近學界與企業之間的距
離。

財政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資助是大學經費的主要來源，佔總收 入百分之
五十八，其次為學費、課程及其他收費收入，約百分之二十七。大學及其成員
書院均擁有專用基金並接受各界捐贈，以作獎學金或研究經費等用途。大學
的經費總收入約五十七億港元。

大學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的磋商，經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處理。該委
員會因應大學財政上的需要，向政府提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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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建設
香港中文大學位於新界沙田市中心以北，東眺沙田海，北瞰吐露港，連同於
三十九區獲增撥的土地，總面積約一百三十七公頃。校園地勢由海拔四點四
至一百四十米不等，原為多石之山丘，六十年代起陸續闢成多個平台，供大學
本部及成員書院興建校舍和教職員宿舍之用。

大學本部的建築、晨興書院和善衡書院分處於校園中部，崇基學院位處
山麓，新亞書院及聯合書院聳立山巔，逸夫書院則位於校園西北隅，昔日之荒
蕪山丘，迄今已建有大小建築物逾一百五十幢。

校園本部之主要建築物集中於林蔭大道及其西部大學廣場一帶。其中
包括大學行政樓、大學圖書館及其擴建大樓、田家炳樓（圖書館新翼）、中國
文化研究所與文物館、兆龍樓（教務處和入學及學生資助處辦公室）、碧秋樓
（資訊科技服務處）、潤昌堂（課室）、邵逸夫堂（大學禮堂及表演廳）、邵逸
夫夫人樓（理學系）、何善衡工程學大樓、蒙民偉工程學大樓（工程學系）、 
教研樓一座（數學科學研究所）、科學館、逸夫科學大樓、李卓敏基本醫學大
樓及蒙民偉樓（理工科學系）。

分布於其他地區之校園本部建築物，包括南面的范克廉樓及富爾敦樓
（師生文娛活動中心附連游泳池）、西面的李兆基樓（法律學院及教學設
施）、李達三樓、馮景禧樓及梁銶琚樓（文科教學樓）。東面除大學保健醫療
中心及何東夫人堂，尚有雅禮賓館及昆棟樓等賓館房舍設備。由坐落正門不
遠的保安交通中心北上，沿山坡而下是十數幢教職員宿舍、研究生宿舍及國際
生舍堂，以及正在興建的和聲書院及伍宜孫書院，另一座正在興建的敬文書
院則位於山腳。再往北移是羅桂祥綜合生物醫學大樓，位處大學新開發的科
研發展重要地區—三十九區。

從校園本部向海灣下行有五旬節會樓（崇基學院的學生宿舍）、晨興和 
善衡兩所書院、大學體育中心、汾陽體育館、賽馬會研究生宿舍，以及濱海之
生物科技研究所及李福善樓（李福善海洋科學研究中心）。

大學站附近的建築物有上海總會科研技術中心、方樹泉樓及方潤華堂
（雅禮中國語文研習所），以及三棟新落成的大樓—康本國際學術園（內設
演講廳、會議及展覽場地，入學及學生資助處、學術交流處及學術交流處（國
內事務）的辦公室）、伍何曼原樓及綜合教學大樓（建築學院）。另有何添樓
（教育學院）、利黃瑤璧樓（綜合教學樓）、利希慎音樂廳（大學禮堂及表演
廳）、崇基學院行政樓、許讓成樓（文學院多個單位）、王福元樓、陳國本樓，
信和樓（社會科學院多個學系和中醫學院），以及位於澤祥街的鄭裕彤樓（工
商管理學院）。

此外，醫學院的呂志和臨床醫學大樓、李嘉誠醫學大樓及深造中心設於
距離校園約八公里之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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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設備
大學建有各類房舍，供教職員、到訪學人及學生住宿之用。茲分述如下：

教職員住宅─已建成的宿舍計有高級教職員住宅單位約二百五十個及
職工宿舍數幢。

大學賓館─專為本校訪客提供短期住宿及餐飲服務，連同昆棟樓，共設
有四十三個房間。

學生宿舍─大學及各成員書院皆有學生宿舍。崇基學院的華連堂、利樹
培堂、何善衡夫人宿舍、明華堂、五旬節會樓、神學樓、文質堂、文林堂及應林
堂合共提供約一千四百一十餘個宿位。新亞書院知行樓、紫霞樓、志文樓及學
思樓共有近一千零七十個宿位。聯合書院湯若望宿舍、伯利衡宿舍、陳震夏宿
舍及恒生樓等可提供近一千零五十個宿位，逸夫書院國楙樓、逸仙樓及第二
學生宿舍則約有一千一百六十個宿位，晨興書院提供三百個宿位，善衡及和聲
書院則各有六百個宿位，伍宜孫書院的六百個宿位將可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供
使用，敬文書院的三百個宿位則預計於二零一四年一月啟用。另研究生宿舍及
國際生舍堂約有一千二百個宿位。

上述宿舍除研究生宿舍有數百間單人房之外，多屬雙人房。此外尚有若
干單位專供已婚而無子女之學生居住。

位於醫學院教習醫院─威爾斯親王醫院之何善衡夫人醫科生宿舍，有
二百四十八個宿位，供高年級臨床期學生入住。

禮袍

■■主管人員
大學監督之禮袍用黑色軟緞製成，沿兩肩及前襟綴以金飾帶。雙袖有兩道闊
窄不一之金飾帶，袖口翻裡，顯出紫色之袍裡。帽黑色，綴以金色帶及金邊，
垂金色纓繐。

大學副監督之禮袍用黑色軟緞製成，沿兩肩及前襟綴以金飾帶。雙袖有
兩道闊度相同之金飾帶，袖口翻裡，顯出紫色之袍裡。帽黑色，綴以金邊，垂
金色纓繐。

校長之禮袍用黑色軟緞製成，沿兩肩及前襟綴以金飾帶。雙袖有一道金
飾帶，袖口翻裡，顯出紫色之袍裡。帽黑色，綴以金邊，垂金色纓繐。

副校長之禮袍用黑色軟緞製成，沿兩肩及前襟綴以金飾帶與紫飾帶 
（常務副校長之禮袍雙袖綴以紫飾帶，襯以雙行金邊）。雙袖鑲有紫邊及金
飾帶。帽黑色，綴以金邊，垂金色纓繐。

司庫之禮袍為黑色，沿兩肩、前襟及雙袖綴以金飾帶。帽黑色，垂黑色纓
繐。

秘書長、教務長、圖書館館長、財務長及大學輔導長之禮袍為黑色，沿兩
肩、前襟及雙袖綴以紫金雙邊。帽黑色，垂黑色纓繐。



第
一
部

	 10	 第一部	•	概述

榮譽博士 醫學博士 理學博士

教育博士 音樂博士 哲學博士 心理學博士

榮譽院士大學校董

■■大學校董
大學校董之禮袍為黑色，沿兩肩、前襟及
雙袖綴以紫飾帶，襯以雙行金邊。帽黑
色，垂黑色纓繐。

■■榮譽院士
榮譽院士之禮袍為黑色，前襟及沿鐘型
袖綴以紅色絲邊，紅色絲邊襯以雙行金
邊。帽黑色，垂金色纓繐。

■■畢業生

博士學袍
各科榮譽博士之學袍用紅絨製成，前襟綴以金飾帶。帽黑色，垂金色纓繐。 
兜囊紅色，綴以金邊。

教育博士之學袍為黑色，沿鐘型袖綴以紫色絲邊，前襟紫色，綴以教育 
學院專用的淺藍色邊。帽黑色，垂金色纓繐。兜囊黑色，襯以紫色絲裡及綴以
淺藍色邊。

醫學博士之學袍為紅色，前襟及沿鐘型袖綴以深洋紅色絲邊。帽黑色， 
垂金色纓繐。兜囊紅色，襯以深洋紅色絲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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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博士之學袍為黑色，沿鐘型袖綴以紫色絲邊，前襟為紫黃雙邊。帽黑
色，垂金色纓繐。兜囊黑色，襯以紫色絲裡及綴以淡黃邊。

哲學博士之學袍為黑色，前襟及沿鐘型袖綴以紫色絲邊。帽黑色，垂金色
纓繐。兜囊黑色，襯以紫色絲裡。

心理學博士之學袍為黑色，沿鐘型袖綴以紫色絲邊。前襟為紫綠雙邊。 
帽黑色，垂金色纓繐。兜囊黑色，襯以紫色絲裡及綴以草綠邊。

理學博士之學袍為紅色，前襟及沿鐘型袖綴以紫色絲邊。帽黑色，垂金色
纓繐。兜囊紅色，襯以紫色絲裡。

碩士學袍
碩士之學袍為黑色，前襟及雙袖皆綴以黑色絲絨邊，配以中國式企領。袖上 
黑絲絨之上緣，有紫色帶一道。帽黑色，垂黑色纓繐。兜囊襯以個別學院專用
之顏色帶，邊鑲同色帶。各學院專用之顏色如下：

文學院：淡黃色
工商管理學院：灰色
教育學院：淺藍色
工程學院：橙色
法律學院：古金色
醫學院：深洋紅色
理學院：淡紫色
社會科學院：草綠色

文學院 工商管理學院 教育學院 工程學院

醫學院 理學院 社會科學院法律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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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學袍
學士之學袍為黑色，前襟及雙袖皆綴以黑絲絨邊，配以中國式企領。帽黑 
色，垂黑色纓繐。兜囊為黑色，邊鑲個別學院專用顏色帶。

醫學院之各科學士學位學袍，其黑色兜囊邊鑲有醫學院專用顏色帶，並
分別綴以雙行專用色邊如下：

醫學科學學士：金色
護理學士：象牙色
藥劑學士：淺紫色

理學院之中醫學學士學位學袍，其黑色兜囊邊鑲有理學院專用顏色帶，
並綴以雙行深洋紅色邊。

文學院 工商管理學院 教育學院 工程學院

理學院 社會科學院（中醫學學士）

醫學院 （醫學科學學士） （護理學士） （藥劑學士）法律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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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與國際學術界之聯繫
香港中文大學自一九六三年創校以來，即以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為己任，多年來
不斷開拓、發展及保持與海內外大學、研究中心、學術機構、政府機構及各國
高等學府協會之關係。

中文大學是眾多國際教育組織及網絡的成員，其中包括世界大學聯盟、
亞太國際教育協會、中國大學校長聯誼會、及聯邦大學協會。

為確保大學的教學重點得以通過結盟及合作實行，中文大學於一九九一
年成立學術聯繫委員會，專責制訂發展學術聯繫政策。中文大學的海內外
結盟和合作主要由兩個部門負責，分別為學術交流處及學術交流處（國內事
務），學術交流處主力發展中文大學與世界各地院校的學術聯繫及學生交流
計劃；學術交流處（國內事務）則負責聯繫內地及台灣等院校。

■■學生交流計劃
本校早於一九六五年即與美國加州大學訂立學生交流計劃，其後不斷加強與
海外大學的聯繫，至今已與世界各地逾二百三十所學府訂立學生交流計劃， 
除美國加州大學外，當中還包括美國的麻省理工學院及賓夕法尼亞大學； 
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及多倫多大學；英國倫敦大學學院及謝菲爾德 
大學；日本東京大學及早稻田大學；澳洲國立大學及悉尼大學；內地清華 
大學及北京大學。大學亦與奧地利、比利時、智利、捷克、丹麥、芬蘭、法國、
德國、印度、愛爾蘭、意大利、韓國、墨西哥、荷蘭、新西蘭、挪威、俄羅斯、 
新加坡、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台灣、土耳其及泰國等地學府訂立有交流
協議。

二零一二至一三學年，超過八百八十名中大學生參與為期一學年或一學
期的學生交流計劃，而同年校方還提供約三千個海外短期留學、研究及實
習機會予校內學生。中文大學每年亦吸納了不少海外學生，前來參與學生交
流計劃，本地學生與海外學生共同生活及參與校內活動，為中大提供國際
化的學習環境。二零一二至一三學年，超過一千一百名海外學生於中文大學 
學習。

■■國際聯繫
學術交流處作為大學在學術範疇的對外聯繫樞紐，致力與海外大學、機構、
基金會和政府團體建立夥伴關係，支持中文大學實現願景，成為全國及東亞
區國際公認的一流學府。

該處負責統籌大學與海外院校的夥伴關係及合作協議，每年為大學增添
不少新的學術交流機會。現時大學與海外院校的有效協議己超過五百多份。

學術交流處每年接待約一百五十個來自海外的代表團，促成不少跨院校
教研合作計劃，並積極參與國際高等教育會議、探訪海外院校，以宣揚中文大
學的學術交流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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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大學於二零一一年加盟世界大學聯盟（WUN），成為香港首間成員
院校。學術交流處協作統籌大學與聯盟間之活動，並推廣與其他成員院校之
教研合作。

學術交流處統籌多項惠及校內教研人員及研究生的講學基金及獎項，當
中包括寰宇卓越研究獎勵計劃、博士生交流計劃及訪問學人短期交流計劃。

學術交流處協助各單位與海外院校尋求教研方面同感興趣的課題，並就
教研及其他學術合作項目的可行性提供意見。

■■與內地和台灣的聯繫
香港中文大學與內地和台灣的院校及科研機構一直保持緊密的交流和合作，
範圍遍及各個學術領域，形式也多元化。

本校與多所內地及台灣大學簽訂的學術交流協議，內容包括學者與學生
互訪、科研合作、合辦課程，以及舉辦學術活動等。主要合作夥伴有中國科
學院、復旦大學、南京大學、北京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中山大學、清華大學、 
西安交通大學、浙江大學及台灣大學等。

校 方每年接 待逾二百三十個來自內地和台灣的訪問團，訪者超過
三千五百人次。本校教職員亦以不同方式出訪，如校長和副校長率領訪問團、
透過大學學術交流基金資助出訪、參加學術會議、講學，以及行政人員交流團
等。

本校積極與內地院校開展科研合作，至今已建立超過四十個聯合研究中
心、研究所和實驗室。大學獲國家科學技術部批准，成立四所國家重點實驗
室夥伴實驗室，分別是華南腫瘤學、農業生物技術、植物化學與西部植物資
源持續利用，以及合成化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夥伴實驗室。

此外，中大獲國家教育部批准，成立香港中文大學─暨南大學再生醫學
教育部重點實驗室，香港中文大學利群計算及界面科技教育部─微軟重點
實驗室，高可信軟件技術教育部重點實驗室（香港中文大學分實驗室），以及
本港首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的延伸機構—香港中文大學—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中大與麻省理工學院及清華大學共同合作，
成立了清華大學─麻省理工學院─香港中文大學理論計算機科學研究中心；
又與南京大學和台灣中央大學締結兩岸三地綠色大學聯盟。透過全方位的合
作，本校希望與夥伴院校起互補作用，發揮最大優勢，進一步提升科研水平。

大學及各學系經常與兩岸院校合辦大型學術活動，例如與國家自然科學
基金委員會合辦學術研討會，又舉辦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央
研究院院士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講座系列等。其他交流活動包括：「中國作
家中大行」、「中國聯繫講座」、教育部屬下高校對外交流人員赴港研討班、內
地高校行政人員暑期研習、內地及台灣訪問學者計劃等。中大並特地安排校
內重要講座於內地和台灣友校作網上直播，發揮學術無疆界的精神。



第
一
部

	 大學概述	 15

本校也在大學、書院及學系各層面積極推動學生交流活動，安排中大學
生到內地和台灣參與交流，接待內地及台灣的學生來港進行短期交流，舉辦
交流營，以及暑期研究體驗計劃及研究培訓計劃等。

隨着經濟發展對高級管理人才的需求，中大與內地院校包括北京大學、
清華大學，以及上海國家會計學院合辦研究生課程。此外，本校也為內地大
學、政府機關及企業開辦短期課程，培訓專業管理人才。

中大與深圳市政府積極合作，在教育、科研、人才培養等方面共同建立全
面緊密合作關係，其中包括中大與中國科學院和深圳市政府合作成立中國科
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轄下成立了深圳先進集成技術研究所、生物醫學
與健康工程研究所和先進計算與數字工程研究所。在深圳政府支持下，中大
於深圳虛擬大學園興建了「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研究院」，成為本校在深圳的重
要教學、研發和技術轉讓基地，發揮本校的教研力量，為深圳及珠三角地區
服務。

中大在北京大學及中科院上海分院分別設立北京聯絡處及上海合作中
心，支援本校在內地舉行的各種交流活動，並積極推動及深化本校與內地院
校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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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書院

依照《一九七六年香港中文大學條例》，原有三所成員書院（即崇基學院、 
新亞書院及聯合書院）的校董會隨大學之改制而改組，其職權主要為管理
書院動產及若干建築物，並通過捐款等方式，協助推展書院的學術及文化 
活動。

成員書院由各自的院務委員會管理，以院長為主席，負責制定及實施有關
書院事宜。

一九八六年一月，中大獲邵氏基金會慷慨捐助，籌建以邵逸夫爵士為 
「書院創辦人」的「逸夫書院」。同年七月，政府通過《香港中文大學（公布 
逸夫書院）條例》。逸夫書院於一九八八年開始收錄學生。

二零零六年，大學厚蒙晨興基金與晨興教育基金及何善衡慈善基金慷慨
捐贈，得以實現願景，進一步發揚書院制優點，成立新書院，以迎接因本科課
程於二零一二年恢復四年制而增加的三千多名本科生。同年五月，大學校董會
通過成立兩所新書院，並分別命名為晨興書院和善衡書院。

二零零七年五月，校方獲熱心人士及伍宜孫慈善基金會的慷慨支持，分
別成立了敬文書院及伍宜孫書院。

二零零七年，大學獲秉花堂李氏基金會的慷慨捐贈，同年十月大學校董
會通過成立和聲書院。

政府於二零零七年七月通過《香港中文大學（宣布晨興書院及善衡書院
為成員書院）條例》；並於二零零八年二月，通過《香港中文大學（宣布敬文 
書院、伍宜孫書院及和聲書院為成員書院）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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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基學院

五十年代初期，香港基督教教會人士鑑於香港社會對高等教育之急切需要，
於一九五一年創辦崇基學院，宗旨在依據基督精神，培育學生博愛包容、自由
開放、自強不息的胸懷與心智；使學生既對傳統中西文化有深切的了解，亦對
現代社會各種問題具備分析及解決能力。

崇基學院於一九五五年經政府立法而成為法定教育組織。創校初年借用
聖約翰大禮拜堂副堂及聖保羅男女中學上課；其後遷至堅道一百四十七號
校舍及下亞厘畢道聖公會霍約瑟會督紀念堂之校舍。在英美兩國教會團體
資助，以及本港教會和工商界的大力支持下，學院發展迅速，規模漸大，於
一九五六年遷至新界馬料水現址。一九五九年起，經費由政府補助。一九六三
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學為成員書院之一，其後設主神學組（現為崇基學院神學
院），以培育基督教神職教牧人員。此外，學院並設有校牧室，負責周會、主日
崇拜、團契等活動。

學院一向重視師生之文化學術活動與校園內文化學術氣氛，除定期舉行
研討會、午餐聚會、周年教育研討會、交換及互訪計劃外，又成立「黃林秀蓮
訪問學人計劃」和訪問藝術家計劃，每年邀請海內外著名學者及藝術家𦲷校
作短期訪問，以擴闊師生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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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並鼓勵學生參加學生會、系會、級社、屬會、走讀生舍堂及宿生會舉
辦的各類活動，以達致群育之目的。為了提供更多均衡教育的機會，學院特舉
辦多項學生活動計劃，包括與海外學生互訪、學生交換計劃、提高語文能力
計劃、一人一藝、領袖才能訓練、優質活動獎勵計劃、本地學長計劃、海外網
上學長計劃、宋常康創意獎、「崇基圓夢」計劃、德／法社會探索之旅、服務學
習計劃、暑期海外工作實習計劃及暑期留學計劃等。學院並設有各種獎學金、
助學金及榮譽獎項，以鼓勵並資助學生在努力學業之餘，積極投入大學的各
種教育活動。

二零一二至一三年度，崇基學生人數共三千二百七十九名，其中男生
一千五百一十人，女生一千七百六十九人。基督徒約佔全體學生三分之一。

新亞書院

新亞書院創立於一九四九年，為已故錢穆先生及一群來自內地之學者所興
辦，旨在發揚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學術相輔相成，使學生除對本國傳統文
化具深切了解外，亦擁有應付現代社會所需的知識與技能。

建校初期規模極小，幸旋即贏得海內外的公私援助。一九五九年起，書院
獲政府列為政府補助專上學校；一九六三年香港中文大學成立，新亞成為大學
三所成員書院之一；一九七三年八月，新亞書院遷入沙田校舍。

「八方雲集、莊諧兼之」二語可形容新亞書院的學術活動。書院每年均
舉辦多項學術文化活動，包括「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余英時先生歷
史講座」、「新亞當代中國講座」、「新亞儒學講座」、「亞洲聯合財務訪問學
人計劃」、「龔雪因先生訪問學人計劃」及「許讓成藝術交流計劃」等。不少碩
學鴻儒曾到訪書院主持講座，教職員及學生獲益良多。

為推廣文化交流及開拓學生國際視野，新亞書院設多項交流計劃。自
一九九三年起，書院舉辦「新亞書院／耶魯大學交流活動」，增進兩校學生
對港美社會、文化及科技發展的了解。學生也可參加其他交換計劃往奧地利 
（格拉茨大學）、中國（北京師範大學）、捷克（布拉格經濟大學）、意大利 
（博科尼大學）、日本（亞細亞大學、創價大學及京都產業大學）、韓國（梨花
女子大學）、瑞典（馬爾默大學）、英國（牛津大學、里茲大學）及美國（西方學
院）等地研修一年或一學期。

書院致力提高學生中英語文能力，舉辦多項語文活動，其中表達及溝通
技巧訓練、粵語文化工作坊、普通話文化工作坊、英語文化工作坊、普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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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生活營、英語暑期營，以及內地或英國暑期語文班等均廣受學生歡迎。
暑期學生活動也繽紛多姿，如「學生領袖培訓計劃」、「暑期日語研修課

程」、「新亞書院／耶魯大學暑期社區服務交流計劃」、「英國劍橋大學、美國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暑期學習計劃」、「新亞書院／湖南大學暑期交流計劃」
及「暑期實習計劃」等，均是藉不同的非形式教育，讓學生發掘自我潛能，增強
自信，並加深對各國社會文化的了解。此外，書院也積極鼓勵他們參加海外學
習計劃或從事研究活動，透過「學生外訪資助計劃」和「暑期研究資助計劃」
資助學生上進，歷年受惠者眾。

此外，書院於二零一三年起推出「新亞青年學人計劃」，鼓勵學生全方位
發展，啟發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熱衷、社會觸覺及領導才能等潛質。書院會安
排獲選同學參與各項培訓課程及中國文化活動，同學亦有機會擔任書院之代
表。

新亞書院現有約三千四百名學生，約四成學生入住於院內的四所學生宿
舍。自二零零二年起，書院實施「三／四年一宿」政策，讓每位學生皆有機會享
受宿舍生活。

書院獎學金總額逾五百萬港元，嘉許學業成績、社會服務及課外活動表
現優異或躍進的學生，並援助經濟困難者。

學生畢業後成為新亞校友，仍是書院重要成員。「學長計劃」在一眾熱心
校友的支持下取得豐碩成果，學生得以分享前輩的寶貴經驗。書院每年均舉辦
畢業十、二十、三十及四十周年校友重聚活動，進一步加強與校友的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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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書院

聯合書院之使命是「秉承『明德新民』院訓，通過全人教育及群體生活，提升
學生的品德情操，為香港社會、中國，以至全人類服務。」

聯合書院於一九五六年由廣僑、光夏、華僑、文化等書院及平正會計專科
學校五所專上院校合併而成，旨在集中力量，對香港高等教育作出更大貢獻。
一九五七年，書院根據政府法案成立校董會。

聯合書院於一九六三年正式成為香港中文大學成員書院之一，一九七一
年十二月，書院正式由港島般含道遷至現址。

書院着重全人教育及發展，特別重視擴闊學生的視野和培養他們對社會
的責任感。為此，書院每年舉辦「到訪傑出學人」講座、「周年研討會」及「書
院聚會」等活動。書院又透過學生會組織及興趣小組、張煊昌博士導修計劃、
岑才生學長計劃、馮燊均先生全人發展獎勵計劃、領袖訓練、社會服務及獎
勵、權智創新及創業獎勵計劃、國際演講會、有機耕種、環保活動、戲劇、演
辯、文化藝術活動及健康系列等多元化活動，讓學生從參與中學習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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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亦積極協助學生到外地交流學習，成立聯合書院邁進地球村系列，
並設有多項獎學金及學業優異獎計劃，資助學生參加海外交換計劃、專題考
察計劃、外地語文及研習課程等，以及畢業生到外國深造。書院又成立校內
及校外住宿助學金，援助有需要的聯合學生，鼓勵他們積極參與書院活動，並
爭取學習時間提升學業成績。聯合書院在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所頒發之獎學
金、獎勵計劃及財政資助總額近一千一百萬港元，獎額達二千七百多項。

此外，書院亦成立「岑維休先生德育計劃」和「聯合書院張煊昌博士導修
計劃」，前者旨在推動學生德育活動，後者是照顧學生的情緒及學業問題，透
過專題研習小組，讓他們抒發己見，並與書院及宿舍住校導師交流。為鼓勵學
生積極服務社會，恪守明德新民的校訓，以深化立人達人的精神，書院並推
行全面性的社會服務計劃，讓學生在修業期間完成一定時數的社會服務，發
展個人潛能，貢獻社會。

二零一二至一三年度，聯合學生人數共三千五百七十八名，其中男生
一千六百二十八人，女生一千九百五十人。

逸夫書院

逸夫書院獲國際知名慈善家邵逸夫爵士慷慨捐款，於一九八六年七月成立，
並蒙邵爵士惠允出任書院創辦人。書院位於中大校園西北部，飽覽吐露港自
然景致。

院訓「修德講學」出自《論語．述而》，勉勵學生德智並重。書院口號為
「臻善存德，居高懷仁」，呼應院訓。書院五大支柱「誠意正心、服務社群、關
懷祖國、放眼世界、致力環保」，提倡學生全面發展的方向。

書院着重非形式教育，視之為大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書院開設一系
列通識課程，以幫助學生適應大學生活，並提供體驗或服務學習機會。通識
教育亦包括書院聚會、高桌晚宴及博雅茶聚，邀請傑出或經歷獨特人士與學
生分享人生歷練，從而擴闊他們的眼光。

為拓展學生的國際視野，書院設有交換生計劃讓他們到海外進修，為
期一學年或一學期。書院又舉辦多元化的海外暑期和冬季計劃，到訪中國內
地及世界各地，讓學生體驗當地文化、學習語文、參與實習計劃或服務弱勢 
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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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着「邵逸夫爵士傑出訪問學人計劃」和「到訪學人計劃」，書院邀請世
界知名學者來訪及講學。曾到訪學者包括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李遠哲教授、諾
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教授、菲爾茲獎及沃爾夫數學獎得主丘成桐教授、
杜林獎得主姚期智教授、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和「光纖之父」高錕教授等。書
院每年亦會舉辦「邵逸夫獎講座」，由來自天文學、生命科學及醫學，以及數
學科學三個領域的邵逸夫獎得獎人主講。

院方與學生團體緊密聯繫，組織不同活動，豐富書院生活。每年舉行的
大型學生活動有迎新營、「逸夫里」綜合晚會、書院院慶活動及歌唱比賽。書
院多個學生組織亦舉辦各類型的課外活動。

除表揚學業優異的學生，書院亦設多個獎項，獎勵他們課業以外的成
就，包括積極參與課外活動、社會服務、運動比賽，或於該等活動中表現突出
者；或具有領導和特殊才能的學生。

書院設有多項設施，以照顧師生不同需要。褟永明樓多功能學習中心是
學生自習和討論的場地，大講堂演講廳可作教學及學生活動之用，講堂內的
越喬藝廊則是展覽場地。運動設施有室內體育及多用途館、健身室、乒乓球室
及舞蹈室，戶外網球場及籃球／排球場。其他設施有多媒體中心、音樂室和樂
隊室等。書院亦建有草苓香中草藥園、燒烤場和刻上歷屆畢業生姓名牌匾的
校友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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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書院

厚蒙晨興基金會的慷慨捐助，晨興書院於二零零六年得以成立。書院位置便
利，毗鄰大學體育中心，距港鐵大學站只有數分鐘之遙，依山而建，俯瞰吐露
港，景色優美，多項教研和服務設施也近在咫尺，是理想的學習和生活環境。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人兼香港中文大學博文講座教授莫理斯教授為晨興書
院院長。

晨興書院採用全宿共膳模式，每年可容納三百名學生。小規模書院更易於
建構和睦親切的師生群體，以及在這氛圍下才能培養的學習風氣。書院特別着
重學生的通識教育。透過小組討論課，藉討論、寫作和辯論等不同的方式，鍛
鍊學生的才智，培養其獨立、深入和批判思考的能力。

書院學生思想豐富、創造力強，是有個性與具公民責任的學生。他們來自
多個國家和地區，在中大可謂最多元化。書院同仁和來自世界各地的傑出訪問
學人亦以他們的時間、精力和思維去豐富書院生活。書院矢志培養學生慎思明
辨、並兼具通識學養和實用技能，讓學生在各行各業中獨當一面。

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和參與意識是晨興書院的核心價值。所有學生在校
期間均會積極參與服務活動，藉此能深入認識自身及了解其如何能影響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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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衡書院

二零零六年大學厚蒙何善衡慈善基金會的慷慨捐助，成立善衡書院。書院於
二零一零年八月錄取首批新生，全院現錄取六百名學生，共建一個全宿共膳
六百人的家。

書院致力營造一個親切融和的社區，讓師生一起學習，分享和成長。這個
家以「文行忠信」為院訓，並以培育學生擁有高尚品格、為事盡力及恪守誠信
為目標。這是學生將來做人處世、投入工作及服務社會的根基。

書院校園坐落於大學路，位於大學心臟地帶。步行往大學站只需數分鐘。
書院建有兩座學生宿舍，即何添堂和利國偉堂，分別提供三百個宿位，並設有
音樂室、健身室、娛樂室及綠茵草坪。

為了讓學生有機會接觸不同文化，學習外語，並擴闊社會網絡，書院提供
多元化的海外交流活動，舉辦交換生計劃、暑期海外學習計劃、暑期語言計
劃、文化探索及服務學習等，目標是讓八成以上的學生擁有海外交流經驗。

國際植物分子生物學權威辛世文教授於二零零九年獲委任為善衡書院
院長。辛教授為本校生物學研究講座教授及中國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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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文書院

敬文書院於二零零七年成立。朱敬文博士（1906–1996）大半生在香港奮鬥
發展，事業有成，慷慨捐助教育，扶掖後進，親力親為。大學特以他的芳名為
書院命名。書院院訓「修己澤人，儲才濟世」正好體現朱博士為教育而努力的
價值觀。書院願景涵蓋四項元素—親切融和、多元文化、崇尚知識、投入社
群，旨在訓練學生成為思維澄明、直內方外，並具領導才能，熱心服務社會之
士。學生加入敬文書院時，將守諾誠信誓章，自行管理與誠信誓章有關事宜，
以成熟的自律精神取代以行政管理為主導的學生紀律制度。

敬文書院可容納約三百名學生，規模精小，着重師生交流。書院提供四年
全期住宿及安排每周三次書院共膳，讓學生認識其他同學，建立持久的友誼。
高桌晚宴是共膳的焦點之一，可讓學生與不同界別的師輩交流分享。書院每年
只錄取七十五名學生，預計四成（包括交換生）來自境外；而院務委員及教職
員亦擁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藉此讓同學體驗多元文化，培養國際視野。此外，
敬文書院注重增進院生在各個領域上的知識及建立人際網絡。師友計劃乃書
院延續和實踐其願景及使命的重要一環。書院邀請各界社會賢達，包括朱氏
學人，擔任導師，為學生的學業及未來發展提供意見及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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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亦會資助學生前往海外參與交流活動，增廣見聞。預計當全部院生
入學後，書院每年將可提供約六十個獎學金，以表彰表現卓越的學生。書院更
會設立助學金，扶持一眾學生。行有餘力的學生更可透過書院安排的社會服
務，培養其責任感及領導能力。

書院通識教育課程包含兩大類別：計算學分的課程有一年級生修讀的啟
導課程及為四年級學生而設的結業課程；不計學分的學習活動包括必修的
迎新啟導、書院共膳、高桌晚宴，和自願參與的社會服務。除共膳及高桌晚宴
外，敬文書院不設定期的書院聚會。

敬文書院校舍坐落於環迴北路，融合於草木蔥蘢的自然環境之中。書院
建築群包括學生宿舍、可供全體書院成員用膳的設施，以及多用途場地。新校
舍預計於二零一三年底完成。書院校舍落成前，所有同學均安排入住國際生舍
堂第三座。

物理學講座教授楊綱凱教授於二零一一年四月獲委任為敬文書院院長。

伍宜孫書院

厚蒙伍宜孫慈善基金會的慷慨捐助，伍宜孫書院於二零零七年成立。書院將
錄取約一千二百名學生，首批學生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入學。

書院以「博學篤行」為院訓，通過均衡的通識課程、校園生活，以及各項
文化和海外交流活動，力求拓寬學生的視野（博學），鼓勵他們積極進取（篤
行），為貢獻社會和豐盛人生奠定穩固基礎。書院以「彰顯創新志業、承擔社
會責任」為使命，鼓勵學生在親切融和與充滿活力的學習氛圍中，培養創新志
業精神—熱衷於發明和創造，追求新事物、新理念，鍥而不捨。這不僅是為
了個人利益，更要造福人群。

書院已推出或正積極籌備多項以創新志業及社會責任為教育方針的計劃
和活動項目，包括創意計劃、通識課程、服務學習計劃、文化及交流計劃、暑
期研究計劃、提高語文能力計劃、書院論壇、師友計劃、實習計劃及藝術活動
等。書院亦特別鼓勵學生主動發掘可行和有益社會的創意計劃，不管是社會
服務、文化發展或其他考察項目，書院將盡力支持，撥款資助，並提供指導。

此外，書院提供多項獎學金，以嘉許學生的優秀學業成績，以及於不同領
域如創意思維、社會服務、環境保護、藝術及運動的傑出表現，並為有需要的
學生提供經濟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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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校舍坐落於士林一巷。書院學生宿舍提供雙人房間三百間，可容宿
生六百人；走讀生則可在面向遼闊海景的走讀生舍堂休憩，亦可參與及籌劃
舍堂活動，攜手建立自己的第二個家。書院提供先進齊備的學習設施及配套，
其中獨特的創意實驗室是孕育創新意念的園地，另有多媒體共享學習空間、
書院藝廊、演藝廳、自修室、小組研討室、海景健身室、音樂室、多用途體育室
等，全面照顧學生需要。書院的中央庭園及平台花園與周遭的自然環境融合，
並設有多處供閱讀閒談的地方，讓學生於群山在望、水天一色的景致下學習 
交流。 

伍宜孫書院院長李沛良教授致力倡導中國社會的醫療健康社會科學研
究，於過去四十多年曾擔任中大社會研究中心主任、社會學系講座教授兼系主
任、社會科學院院長和崇基學院院長等大學要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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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聲書院

和聲書院厚蒙秉花堂李氏基金會的慷慨捐助，為二零零七年成立的一所中型
書院，可容納一千二百人，包括六百名宿生及六百名走讀生，並於二零一一年
秋季錄取首批新生。

書院以「知仁忠和」為院訓，致力為香港、國家以至世界培育領袖人才，
鍛鍊學生待人接物的技巧和領導才能。另一方面，書院着重「和」德，強調待
人平和、處事適中，並鼓勵年青學子包容和互愛，心存感恩，積極回饋母校及 
社會。

校舍整體設計採用融入自然的意念，兩座建築物坐落於山谷之中，依山而
建，中間接連一座學生活動中心及綠化休憩庭園。此外，校舍內的文康設施一
應俱全，包括可容納四百多人的師生飲食中心、多用途禮堂、小劇場、落地玻
璃健身室、舞蹈室、音樂室、電腦室及康樂室等，為書院宿生和走讀生的生活
增添姿采。

和聲書院的院徽由「人、山、和」三字組成，寓意書院注重師生與自然環
境的和諧互動。在此理念下，書院將推廣綠色生活，包括宿舍節能措施、房間
電力讀數裝置及師生飲食中心減廢計劃等，以提高學生的環保意識，共創一
所可持續發展的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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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十分注重學生的品德培養、智育發展和就業前景。透過多元化的通
識教育課程和學生發展活動，如研討會、領袖培訓課程及海外交流計劃，為
學生提供全人教育。書院舉辦的訪問學人計劃，讓學生有機會接觸社會領
袖，從而增強他們的使命感，表現自信、自主、自力和自學的能力，亦敢於主動
發言，表達己見。

書院設有多項獎學金以獎勵學業成績優異和各方面有傑出表現的學生，
另有大量助學金和其他經濟援助計劃供學生申請，以減輕他們的經濟負擔。

國際知名的肝膽胰外科專家兼中國科學院院士劉允怡教授為和聲書院創
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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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至■
二零一四年度校曆

教學學期

■■全日制本科課程

（內外全科醫學士課程除外）

第一學期	 2013年9月2日至11月30日
第二學期	 2014年1月6日至4月17日
暑期課程	 2014年5月19日至7月5日

內外全科醫學士課程

適用於入讀六年制課程的學生

	 醫科第一／二年
第一學期	 2013年9月2日至12月7日
第二學期	 2014年1月6日至5月10日

適用於入讀五年制課程的學生

	 醫科第二年
第一學期	 2013年9月2日至12月7日
第二學期	 2014年1月6日至5月10日

	 醫科第三年
學期	 2013年7月2日至2014年5月23日

	 醫科第四年
學期	 2013年7月2日至2014年4月25日

	 醫科第五年
學期	 2013年6月3日至2014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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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課程*

	 兩個學期課程
第一學期	 2013年9月2日至11月30日
第二學期	 2014年1月6日至4月17日
暑期課程	 2014年5月19日至7月5日

	 三個學期課程

類別甲
第一學期	 2013年9月2日至11月30日
第二學期	 2014年1月6日至3月8日
第三學期	 2014年3月31日至6月7日
暑期課程	 2014年6月16日至7月26日

類別乙
第一學期	 2013年9月2日至11月30日
第二學期	 2013年12月2日至2014年3月15日
第三學期	 2014年3月17日至6月14日
暑期課程	 2014年6月16日至7月26日

*	 個別課程（包括四個學期課程）的教學學期起訖日期或有不同，詳情請參閱研究院網頁
（www.cuhk.edu.hk/g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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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典禮及假期

	9	 教務會會議
	12	本科入學資訊日
16	 •	法律學院院務會會議
	 	 •	社會科學院院務會會議
17	第七十三屆大會	
（頒授榮譽博士學位典禮）

23	 •	工商管理學院院務會會議
	 	 •	理學院院務會會議
24	文學院院務會會議

	2	 本科生開學禮

八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九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十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24	教育學院院務會會議
	27	工程學院院務會會議

	13	研究院院務會執行委員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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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第七十四屆大會	
（頒授學士及碩士學位典禮）

	4	 教務會會議
	6	 •	第七十五屆大會	

（頒授榮譽博士及博士學位典禮）
	 	 •	工程學院院務會會議
	7	 校友日
	11	工商管理學院院務會會議

	5	 教育學院院務會會議
	8	 研究院院務會及其執行委員會會議

30.1	–	5.2		農曆新年假期

十 一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十 二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一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2 0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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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工商管理學院院務會會議
	11	工程學院院務會會議
	16	社會科學院院務會會議
	23	法律學院院務會會議
	25	研究院院務會執行委員會會議

	4	 教育學院院務會會議

二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三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四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12	 •	工商管理學院院務會會議
	 	 •	法律學院院務會會議
	14	 •	工程學院院務會會議
	 	 •	研究院院務會執行委員會會議
	19	 •	理學院院務會會議
	 	 •	社會科學院院務會會議
	26	本科考試委員會會議

	20	文學院院務會會議

	12	醫學院院務會會議

	26	教務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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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文學院院務會會議

	3	 教育學院院務會會議

	18	 •	工商管理學院院務會會議
	 	 •	醫學院院務會會議
	25	理學院院務會會議

	18	 •	研究院院務會執行委員會會議
	 	 •	本科考試委員會會議

六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七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五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11	教務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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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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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主管人員

監督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

校長	 沈祖堯教授

副校長	 華雲生教授，常務副校長
	 程伯中教授
	 許敬文教授
	 侯傑泰教授
	 霍泰輝教授
	 張妙清教授

司庫	 陸觀豪先生

崇基學院院長	 梁元生教授

新亞書院院長	 信廣來教授

聯合書院院長	 余濟美教授

逸夫書院院長	 陳志輝教授

研究院院長	 黃永成教授

文學院院長	 梁元生教授

工商管理學院院長	 黃德尊教授

教育學院院長	 梁湘明教授

工程學院院長	 汪正平教授

法律學院院長	 Prof.	Christopher	Gane

醫學院院長	 陳家亮教授

理學院院長	 黃乃正教授

社會科學院院長	 李少南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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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	 吳樹培先生

教務長	 吳樹培先生

圖書館館長	 李露絲女士（Ms.	Louise	Jones）

財務長	 陳林月萍女士

大學輔導長	 吳基培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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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董會

主席	 鄭海泉博士

副主席	 郭炳聯博士

校長	 沈祖堯教授

副校長	 華雲生教授，常務副校長
	 程伯中教授	 許敬文教授
	 侯傑泰教授	 霍泰輝教授
	 張妙清教授

司庫	 陸觀豪先生

終身校董	 邵逸夫博士	 利漢釗博士

書院校董會選任*	 郭志樑先生	 李國星先生
	 梁英偉先生	 香樹輝先生
	 張煊昌博士	 葉元章先生
	 范思浩先生	 馮兆滔先生

書院院長*	 梁元生教授	 信廣來教授
	 余濟美教授	 陳志輝教授

學院及研究院院長	 梁元生教授	 黃德尊教授
	 梁湘明教授	 汪正平教授
	 Prof.	Christopher	Gane
	 陳家亮教授	 黃乃正教授
	 李少南教授	 黃永成教授

*	 就各原有書院及逸夫書院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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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院務委員會選任*	方永平教授	 朱嘉濠教授
	 王香生教授	 梁耀堅教授

教務會選任	 鄭振耀教授	 李子芬教授
	 吳基培教授

監督委任	 陳黄麗娟博士	 鄭海泉博士
	 簡文樂博士	 李秀慧女士
	 李明逵先生	 林宣武先生

立法會官守議員以外之議員互選產生
	 張宇人議員	 范國威議員
	 葛珮帆議員

校董會由香港居民中選任
	 查懋德先生	 馮國綸博士
	 何子樑博士	 郭炳聯博士
	 利乾先生	 梁定邦博士

校友評議會選任	 陳志新博士	 李劍雄先生
	 黃顯榮先生

大學校董會資深顧問	 鄭維健博士

大學校董會秘書	 吳樹培先生

*	 就各原有書院及逸夫書院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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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董會屬下委員會

行政與計劃委員會
主席	 沈祖堯教授

委員	 陳志輝教授	 陳家亮教授
	 陳林月萍女士	 張妙清教授
	 程伯中教授	 霍泰輝教授
	 Prof.	Christopher	Gane
	 侯傑泰教授	 許敬文教授
	 李少南教授	 梁湘明教授
	 梁元生教授	 吳基培教授
	 信廣來教授	 華雲生教授
	 汪正平教授	 黃乃正教授
	 黃德尊教授	 黃永成教授
	 余濟美教授

委員兼秘書	 吳樹培先生

審核委員會
主席	 郭炳聯博士

成員	 馮國綸博士	 李秀慧女士
	 李家祥博士

秘書	 吳樹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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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計劃及建設委員會
主席	 郭炳聯博士

委員	 陳志輝教授	 陳林月萍女士
	 程伯中教授	 馮兆滔先生
	 馮通教授	 簡文樂博士
	 郭志樑先生	 梁英偉先生
	 梁冠基先生	 梁元生教授
	 陸觀豪先生	 吳樹培先生
	 岑啓基先生	 信廣來教授
	 余濟美教授

委員兼秘書	 馮少文先生

大學校董會執行委員會
主席	 鄭海泉博士

委員	 陳黃麗娟博士	 張妙清教授
	 張宇人議員	 程伯中教授
	 霍泰輝教授	 侯傑泰教授
	 香樹輝先生	 何子樑博士
	 許敬文教授	 郭志樑先生
	 郭炳聯博士	 李明逵先生
	 李少南教授	 陸觀豪先生
	 梁定邦博士	 信廣來教授
	 沈祖堯教授	 華雲生教授

秘書	 吳樹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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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
主席	 陸觀豪先生

委員	 查懋德先生	 陳志輝教授
	 利乾先生	 梁元生教授
	 李國星先生	 信廣來教授
	 沈祖堯教授	 余濟美教授

秘書	 陳林月萍女士

資深顧問	 陳鎮榮先生
	 梁定邦博士
	 冼為堅博士（至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止）

榮譽學位委員會
主席	 監督

委員	 陳志輝教授	 鄭振耀教授
	 鄭海泉博士	 霍泰輝教授
	 侯傑泰教授	 郭志樑先生
	 梁元生教授	 梁定邦博士
	 信廣來教授	 沈祖堯教授
	 黄永成教授	 余濟美教授

秘書	 吳樹培先生

榮譽院士委員會
主席	 鄭海泉博士

委員	 鄭振耀教授	 張妙清教授	
霍泰輝教授	 何子樑博士

	 陸觀豪先生	 梁定邦博士
	 沈祖堯教授

秘書	 吳樹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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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及籌募委員會
主席	 陸觀豪先生

委員	 鄭海泉博士	 霍泰輝教授
	 簡文樂博士	 利乾先生
	 梁英偉先生	 沈祖堯教授

秘書	 周瑤慧女士

教職員服務規則委員會
主席	 梁定邦博士

委員	 陳志輝教授	 陳林月萍女士
	 霍泰輝教授	 馮國綸博士
	 郭志樑先生	 利乾先生
	 梁元生教授	 陸觀豪先生
	 信廣來教授	 沈祖堯教授
	 余濟美教授

委員兼秘書	 吳樹培先生

大學投標管理委員會
主席	 郭志樑先生

委員	 簡文樂博士	 黄德尊教授

委員兼秘書	 馮少文先生

香港中文大學基金會有限公司
董事	 沈祖堯教授	(主席)	 張妙清教授
	 郭炳聯博士	 陸觀豪先生
	 汪正平教授

秘書	 吳樹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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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書院校董會

崇基學院校董會
主席	 郭志樑先生

副主席	 利德蓉醫生

香港各教會團體代表	 歐訓權先生	 陳衍昌法政牧師
	 盧龍光牧師	 吳碧珊牧師
	 魏國鴻先生	 蘇成溢牧師
	 戴浩輝博士	 王福義博士
	 王國江先生	 丘頌云先生

亞洲區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代表
	 鄭文珊先生	 莫家豪教授

校董會推選董事	 陳晴佑先生	 熊翰章博士
	 高叔平博士	 林珏先生
	 梁鳳儀博士	 李國星先生
	 李國謙先生	 呂元信先生
	 	雷兆輝醫生	 彭玉榮先生
	 蘇雄先生	 曾陳桂梅女士

其他董事	 梁元生教授（院長）
	 伍渭文牧師（校牧）（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許開明牧師（校牧）（由二零一三年九月二日開始）
	 張越華教授（院務委員）
	 梁怡教授（院務委員）
	 梁廣林先生（全國基督教大學同學會代表）
	 陳早標先生（崇基學院校友會代表）
	 侯運輝先生（崇基學院校友會代表）

秘書	 張美珍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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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亞書院校董會
主席	 梁英偉先生

當然校董	 信廣來教授（院長）
	 楊凱里教授（Prof.	Jan	Kiely，雅禮協會代表）

香港耶魯大學協會推舉校董
	 桂徵麒先生	 萬蕭克玲女士

香港中文大學推舉校董	 —

香港大學推舉校董	 鄭廣生教授

新亞書院校友會推舉校董	 香樹輝先生	 阮德添先生

新亞書院院務委員會推舉校董
	 陳新安教授	 朱嘉濠教授

校董會選任校董	 陳志新博士	 鄭承隆博士
	 周嚴雲震女士	 周君廉博士	

鍾陳穎嘉女士	 馮昇先生
	 何超蕸女士	 許耀君博士
	 關百豪先生	 郭少明博士
	 林榮德先生	 林耀明先生
	 劉小鷹先生	 李潔蘭女士
		 李明逵先生	 李三元博士
	 李鋈麟博士	 長原彰弘先生
	 蘇洪根博士	 鄧鉅明博士
	 杜達輝先生	 湯恩佳博士
	 黃桂林博士	 王文彥先生
	 黃奕鑑先生

秘書	 簡蘇寶儀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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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書院校董會
永久名譽主席	 邵逸夫博士

主席	 張煊昌博士

副主席	 殷巧兒女士

校董	 陳普芬博士	 張雙慶教授
	 鄭家成先生	 鄭裕彤博士
	 張玉麟夫人	 張鉅堂先生
	 蔡冠深博士	 方文雄先生
	 方潤華博士	 馮慶鏘先生
	 馮國培教授	 何厚浠先生
	 何萬森先生	 何耀棣博士
	 劉行榕教授	 李卓予教授
	 李國忠先生	 李鉅能博士
	 李兆基博士	 林宣武先生
	 廖烈武博士	 呂志和博士
	 吳朱蓮芬女士	 岑才生先生
	 岑啓基先生	 譚華正博士
	 譚偉豪博士	 王香生教授
	 黃鈞堯教授	 王緒亮先生
	 黃紹曾先生	 王維基先生
	 游應森先生	 葉元章先生
	 余濟美教授（院長）	 余志明先生

秘書	 李雷寶玲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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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夫書院校董會
主席	 馮兆滔先生

副主席	 范思浩先生（名譽司庫）

當然校董	 陳志輝教授（院長）

校董	 陳竟明教授	 陳韜文教授
	 陳善偉教授	 陳偉文先生
	 陳活彜教授	 車越喬先生
	 陳慧慧女士	 鄭錦超先生
	 鄭會榮教授	 張國偉教授
	 張偉雄教授	 程伯中教授
	 朱嘉樂博士	 方劉小梅女士
	 方逸華女士	 侯傑泰教授
	 何佩然教授	 禤永明先生
	 金維明先生	 郭樹偉先生
	 羅凱忻女士	 李秀慧女士
	 李德楨先生	 梁耀堅教授
	 盧文韻女士	 Prof.	Sandra	Macro	Colino
	 艾華教授（Prof.	Eva	Maria	Pils）
	 陳守仁博士	 謝均才教授
	 詹耀良先生	 徐耀光先生
	 黃創儉教授	 胡志遠教授
	 余銳超博士

秘書	 林巧香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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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書院院監會
主席	 陳樂宗博士

副主席	 紀文鳳女士

成員	 歐柏德先生（Mr.	Daniel	Auerbach）
	 梁定邦博士
	 施雅德教授（Prof.	Jesus	Seade）
	 康本健守博士

當然成員	 莫理斯教授（Prof.	Sir	James	Mirrlees，院長）

秘書	 戴佩華女士

善衡書院院監會
主席	 何子樑醫生

成員	 何厚浠先生	 李民斌先生
	 李國寶爵士	 梁祥彪先生
	 陸觀豪先生	 鄧日燊先生
	 楊秉樑先生

當然成員	 辛世文教授（院長）

秘書	 劉貽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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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文書院院監會
成員	 朱恩餘先生	 香樹輝先生
	 梁紹鴻先生	 梁善為先生
	 李安國教授	 馬清鏗先生
	 唐家榮先生	 王幹芝先生
	 葉克勇博士

當然成員	 楊綱凱教授（院長）

秘書	 李美華女士

伍宜孫書院院監會
主席	 彭玉榮先生

成員	 鄭承峰先生	 鄭家成先生
	 方文雄先生	 勞建青先生
	 冼雅恩先生	 伍步昌先生
	 伍尚宗先生

當然成員	 李沛良教授（院長）

秘書	 李珮珊女士

和聲書院院監會
主席	 梁鳳儀博士

成員	 李和聲先生（書院贊助人）
	 李和鑫博士（書院創辦人）
	 陳棋昌先生	 陳萬雄博士
	 周文耀先生	 林李翹如博士
	 李德媞女士	 張浚生教授

當然成員	 劉允怡教授（院長）

秘書	 羅霍玉卿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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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務會

校長 (主席) 沈祖堯教授

副校長 華雲生教授，常務副校長
 程伯中教授 許敬文教授
 侯傑泰教授 霍泰輝教授
 張妙清教授

書院院長*	 梁元生教授 信廣來教授
 余濟美教授 陳志輝教授

學院及研究院院長 梁元生教授 黃德尊教授
 梁湘明教授 汪正平教授
 Prof. Christopher Gane
 陳家亮教授 黄乃正教授
 李少南教授 黃永成教授

講座教授† Prof. Anil T. Ahuja 陳德章教授
 陳小章教授 陳文教授
 陳重娥教授 陳家亮教授
 陳啓明教授 陳毅恒教授
 陳漢夫教授 陳偉儀教授
 陳烜之教授 陳平原教授
 陳振宇教授 鄭振耀教授
 張妙清教授 程伯中教授
 趙鳳琴教授 曹之憲教授
 鍾國衡教授 Prof. David W. Faure

*　就各原有書院及逸夫書院而言
† 根據《香港中大文學條例》規程14第1（e）段：「講座教授，如某學系並無聘任講座教授，則

為該學系英文職銜稱為Reader的教授，及該學系內任何其他由大學校董會決定為職系相等
於或高於英文職銜稱為Reader的教授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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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泰輝教授 馮國培教授
 Prof. Tony Gin Prof. Sian M. Griffiths
 Prof. Simon Nicolas Haines
 侯傑泰教授 何佳教授
 熊秉真教授 徐寧教授
 許敬文教授 許伯銘教授
 許樹昌教授 姜里文教授
 關海山教授 Prof. John Lagerwey
 藍輝耀教授 劉允怡教授
 劉家成教授 劉遵義教授
 劉潤皇教授 羅勝強教授
 李熾昌教授 李歐梵教授
 李瑞山教授 李子芬教授
 李漢良教授 李宜珍教授
 梁國穗教授 梁廣錫教授
 梁元生教授 李端教授
 李碩彥教授 盧煜明教授
 Prof. Sir James Mirrlees
 Prof. Robert A. Mundell
 吳浩強教授 吳恩融教授
 顏慶義教授 彭智培教授
 蒲慕州教授 潘偉生教授
 信廣來教授 蘇芳淑教授
 沈祖堯教授 譚智勇教授
 Prof. Brian Tomlinson Prof. C.A. van Hasselt
 華雲生教授 王紹光教授
 屈志仁教授 魏軍城教授
 Prof. Lutz-Christian Wolff
 黃乃正教授 黃家星教授
 黃德尊教授 王宏志教授
 黃永成教授 胡令芳教授
 吳奇教授 夏克青教授
 謝作偉教授 辛周平教授
 徐雷教授 徐揚生教授
 楊振寧教授 姚期智教授
 丘成桐教授 楊偉豪教授
 余卓文教授 于如岡教授
 余建華教授 張建華教授
 張俊森教授 趙國屏教授
 趙振開教授 周迅宇教授



	 大學教務會	 55

第
二
部

學系主任及學科主任 (不屬前項者)
 陳文博教授 陳基湘教授
  張雷教授 陳永勤教授
 鄭會榮教授 張展鴻教授
 張善培教授 張惠民教授
 張越華教授 邱達民教授
 蔡寶琼教授 秦家慧教授
 范建強教授 Prof. Michael Ferguson
 馮應謙教授 顧朝陽教授
 夏秀禎教授 何志華教授
 何培斌教授（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黄捷教授 賈建民教授
 黎志添教授 賴陳秀卿博士
 賴寶山教授 林翠華教授
 劉兆瑛教授 李忠順教授
 梁榮能教授 梁浩鋒教授
 梁美儀博士 梁德楊教授
 梁永亮教授 馬麗莊教授
 馬樹人教授 蒙美玲教授
 莫家良教授 Prof. Lynne Nakano
 伍百祥教授 倪玉菁教授
 彭新強教授 錢共鳴教授
 邵启滿教授 成公明教授
 蘇麗文教授
 唐金陵教授（直至另行通告為止）
 杜家輝教授 曾漢奇教教
 謝靜憶教授 王啓義教授
 葉漢明教授 葉彩燕教授

專業進修學院院長 陳寶安博士

原有書院及逸夫書院選出 方永平教授 黄根春教授
的院務委員（各書院兩名） 陳新安教授 李浩文教授
 林健枝教授 王香生教授
 陳活彜教授 梁耀堅教授

教務長 (成員兼秘書) 吳樹培先生

圖書館館長	 李露絲女士（Ms. Louise Jones）

大學輔導長 吳基培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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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
 鍾耀華（至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止）

香港中文大學每一學院的學生一名，由在有關學院全時間修讀香港中文大學學
位認可課程的學生互選產生
 陳國誠（醫學院）（至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止）
 林洛生（社會科學院）（至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止）

代表香港中文大學每一書院的學生會的一名學生，由全時間修讀香港中文	
大學學位認可課程並屬該學生會的成員的學生互選產生

 鍾益秀 (崇基學院)（至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止）
 麥浩然 (新亞書院)（至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止）
 伍松園 (聯合書院)（至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止）
 盧勁揚 (逸夫書院)（至二零一四年一月三十一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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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會屬下委員會及 
大學擴展教育課程局

教務會屬下委員會

教務會下設之各委員會如下：

•	 教務籌劃委員會
•	 通識教育委員會
•	 優化雙語教育委員會
•	 體育委員會
•	 師生諮詢委員會
•	 學生紀律委員會
•	 教與學委員會
•	 本科新生入學委員會
•	 大學出版社委員會
•	 獎學金委員會
•	 本科考試委員會

上述委員會之成員組織請閱覽： 
www.cuhk.edu.hk/governance/committee/chinese/senate-committee.html

大學擴展教育課程局

 ' 3943 1263	 6	2603 6967
*	uexb@cuhk.edu.hk

 � www.cuhk.edu.hk/uexb 
 www.cuhk.edu.hk/governance/committee/chinese/university-ext-board.html 
 （成員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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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書院院務委員會

崇基學院院務委員會
主席	 梁元生教授（院長）

委員	 陳浩然教授	 陳麗雲教授
	 陳偉光教授	 陳永勤教授
	 鄭振耀教授	 鄭國強教授
	 鄭佩芸教授	 張妙清教授
	 張越華教授	 趙紹惠教授
	 鍾厚賢教授	 方永平教授
	 馮通教授	 顧大慶教授
	 何陳雪鸚教授	 高永雄教授
	 劉忠明教授	 李熾昌教授
	 梁國南教授	 梁美儀教授
	 梁怡教授	 盧遠昌先生
	 馬傑偉教授	 吳基培教授
	 邵鵬柱教授	 蘇麗文教授
	 曾榮光教授	 韋妙宜教授
	 黃健康教授	 黃根春教授
	 楊偉豪教授	 姚凱詩教授
	 容楚穎博士

秘書	 張美珍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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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亞書院院務委員會
主席	 信廣來教授（院長）

當然委員	 石蕾女士（Ms.	Leslie	Stone，雅禮協會代表）

委員	 Prof.	Baum	Larry	 陳君賜教授
	 陳新安教授	 張明遠教授
	 張展鴻教授	 張學明教授
	 莊太量教授	 朱嘉濠教授
	 樊善標教授	 科大衛教授
	 馮明釗教授	 何培斌教授
	 許敬文教授	 葉雲艷教授
	 林漢明教授	 林錫樂教授
	 劉國英教授	 李浩文教授
	 Prof.	Mercurio	Bryan	Christopher
	 莫家良教授	 Prof.	Nakano	Lynne	Yukie
	 敖恒宇教授	 許正德教授
	 蘇芳淑教授	 梁鳳蓮博士
	 譚少薇教授	 溫有恒教授
	 榮潤國教授	 王卓祺教授
	 黃耀堃教授	 吳奇教授
	 楊秀珠教授	 姚大衛教授
	 張華教授

秘書	 簡蘇寶儀女士

聯合書院院務委員會
主席	 余濟美教授（院長）

委員	 區玉輝教授	 湛偉權教授
	 陳錦泰教授	 陳毅恒教授
	 陳偉儀教授	 鄭漢其教授
	 周巧笑教授	 朱利民教授
	 馮應謙教授	 何志華教授
	 何瑞珠教授	 韓錦倫教授
	 黃聿教授	 關海山教授
	 林靜雯教授	 林健枝教授
	 劉行榕教授	 李丹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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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詠恩教授	 梁廣錫教授
	 馬嶽教授	 麥陳淑賢教授
	 蒙美玲教授	 吳恭孚教授
	 彭麗君教授	 鄧麗暚教授
	 謝靜憶教授	 徐國榮教授
	 鄔楓教授（Prof.	Lutz-Christian	Wolff）
	 黃坤堯教授	 王香生教授
	 胡錦生教授	 胡佩玲教授
	 謝作偉教授	 朱競翔教授

秘書	 李雷寶玲女士

逸夫書院院務委員會
主席	 陳志輝教授（院長）

委員	 陳韜文教授	 陳健民教授
	 陳竟明教授	 陳力元教授
	 陳善偉教授	 陳活彜教授
	 鄭會榮教授	 張善培教授
	 張偉雄教授	 程伯中教授
	 蔡潮盛教授	 蔡寶琼教授
	 朱順慈教授	 江琼娟教授
	 侯傑泰教授	 何佩然教授
	 何永成教授	 鄺玉儀教授
	 梁耀堅教授	 梁永波教授
	 馬麗莊教授	
	 Prof.	Sandra	Marco	Colino
	 艾華教授（Prof.	Eva	Maria	Pils）
	 曹景鈞教授	 黃創儉教授
	 黃洪教授	 胡令芳教授
	 胡志遠教授	 邱淑婷教授
	 楊鳳如教授

秘書	 林巧香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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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書院院務委員會
主席	 莫理斯教授（Prof.	Sir	James	Mirrlees，院長）

委員	 陳英凝教授	 張欽良教授
	 趙慧君教授	 Prof.	David	C.	Donald
	 簡家廉教授（Prof.	Colin	A.	Graham）
	 葛菲雪教授（Prof.	Sian	M.	Griffiths）
	 Prof.	Simon	N.	Haines
	 鍾以施教授（Prof.	Joseph	E.	Jones）
	 李歐梵教授	 梁美兒教授
	 廖柏偉教授	 Prof.	Emma	MacPherson
	 吳恩融教授	 潘頌欣教授
	 邱林川教授	 蘇文藻教授
	 安子杰教授（Prof.	Anthony	J.	Spires）
	 賽詩雅教授（Prof.	Saskia	Witteborn）
	 黃嘉雯教授	 習超教授
	 丘成桐教授

秘書	 戴佩華女士

善衡書院院務委員會
主席	 辛世文教授（院長）

委員	 陳家亮教授	 霍泰輝教授
	 王平安教授	 熊秉真教授
	 李漢良教授	 梁榮能教授
	 盧煜明教授	 蒲慕州教授
	 汪正平教授	 黄錦波教授
	 黃永成教授	 余卓文教授
	 周建渝教授

秘書	 劉貽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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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文書院院務委員會
主席	 楊綱凱教授（院長）

委員	 區國強教授	 秦家慧教授
	 何世勳教授（Prof.	Stephen	J.	Hall）
	 何名熙教授
	 Prof.	Jette	G.	Hansen	Edwards
	 徐寧教授
	 楊凱里教授（Prof.	Jan	F.	Kiely）
	 王淑英教授	 周迅宇教授

秘書	 李美華女士

伍宜孫書院院務委員會
主席	 李沛良教授（院長）

委員	 陳德章教授	 張國洪教授
	 鄭慧婷教授	 趙偉仁教授
	 周保松教授	 朱明中教授
	 范建強教授	 Prof.	Christoper	Gane
	 鄺啓新教授	 賴陳秀卿博士
	 劉德輝教授	 李賴俊卿教授
	 李子芬教授	 李雅言教授
	 李少南教授	 李仕權博士
	 梁永亮教授	 梁光漢先生
	 林琿教授	 劉民教授
	 閔福德教授（Prof.	John	Michael	Minford）
	 潘江鵬教授	 黃德尊教授
	 黃錦輝教授	 蕭今教授

特邀委員	 靳埭強博士	 劉世鏞先生
	 李劍雄先生	 任達榮先生

秘書	 李珮珊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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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聲書院院務委員會
主席	 劉允怡教授（院長）

委員	 蔡小強教授	 許世全教授
	 藍輝耀教授	 吳恆亮教授
	 	任揚教授（副院長）

特邀委員	 黃國彬教授

秘書	 羅霍玉卿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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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顧問及諮詢委員會

專業進修諮詢委員會
主席	 何培斌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委員	 陳瑞盛先生（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謝國安先生（恩榮金融有限公司）
	 鍾志平教授（鵬程慈善基金）
	 李明逵先生（香港公共行政學院）
	 李惠光先生（香港城巿大學）
	 梁元生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馬逢國先生（主流娛樂有限公司）
	 彭玉榮博士（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伍步謙博士（Man	Search	International	Limited）

當然委員	 吳樹培先生（香港中文大學教務長及秘書長）
	 陳林月萍女士（香港中文大學財務長）
	 陳寶安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院長）

秘書	 吳志榮博士（香港中文大學）

亞洲供應鏈及物流研究所諮詢委員會
主席	 鄭有德先生（馮氏集團）

委員	 Mr.	Gautam	Bardoloi（香港賽馬會）
	 陳煥兒女士（運輸及房屋局）
	 劉少榮先生（太平洋航空總代理有限公司）
	 林潔貽女士（香港貨品編碼協會）
	 雷瑞強先生（利豐物流（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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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榮楷先生（嘉里物流聯網有限公司）
	 董立均先生（東方海外貨櫃航運有限公司）
	 Mr.	James	Woodrow（國泰航空有限公司）
	 余利明博士（招商局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趙先德教授（中歐國際工商學院）

當然委員	 張惠民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亞洲供應鏈及物流研究所所長）
	 周翔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供應鏈管理及物流研究中心主任）
	 蔡小強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物流技術與供應鏈優化中心主任）
	 楊海仁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亞洲供應鏈及物流研究所	

　　　　　知識轉化辦公室主任）

秘書	 郭樹偉先生（利和醫療（香港）有限公司）

工程學院諮詢委員會
主席	 梁少康博士（TDK（中國）投資有限公司）

委員	 張志華先生（金柏科技有限公司）
	 張大凱博士（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洪小文博士（微軟亞洲研究院）
	 禤永明先生（何鴻燊博士醫療拓展基金會）
	 李惠光先生（香港城巿大學）
	 呂明華博士（文明電子有限公司）
	 蒙德揚先生（信興電業集團有限公司）
	 唐維鐘先生（世銘投資（香港）有限公司）
	 袁銘輝教授（香港科技大學）

當然委員	 汪正平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院長）
	 梁浩鋒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系系主任）
	 曾漢奇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電子工程學系系主任）
	 邱達民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信息工程學系系主任）
	 黄捷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系主任）
	 蒙美玲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系主任）

秘書	 羅朱秀蘭女士（香港中文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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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院諮詢委員會
主席	 The	Honourable	Mr.	Justice	Bokhary（終審法院）

榮譽委員	 The	Honourable	Justice	Bennett（澳洲聯邦法院）
	 Prof.	Christopher	F.	Forsyth（英國劍橋大學）
	 Prof.	Dame	Hazel	Genn（英國倫敦大學學院）
	 楊鐵樑爵士

委員	 陳志海先生
	 梁愛詩女士	
	 廖柏偉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陸貽信先生
	 梁定邦博士
	 Mr.	Martin	Rogers（達維香港律師事務所）

當然委員	 Prof.	Christopher	Gane（香港中文大學法律學院院長）

秘書	 黄裕萍女士（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教育研究所顧問委員會
主席	 侯傑泰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委員	 Prof.	Joyce	L.	Epstei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USA）
	 李榮安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梁子勤教授（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Canada）
	 閔維方教授（北京大學）
	 曾滿超教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Prof.	Geoff	Whitty（英國倫敦大學）
	 Prof.	J.	Douglas	Willms（University	of	New	Brunswick,	

Canada）
	 周作宇教授（新疆師範大學）
	 王香生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當然委員	 關譽綱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副所長）

秘書	 關譽綱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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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研究所顧問委員會
主席	 利乾先生（北山堂基金）

委員	 歐陽伯康先生（Vida	Nova	Ventures	Inc.）
	 張妙清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朱雲漢教授（台灣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
	 Prof.	William	C.	Kirby（美國哈佛大學）
	 莫華釗先生（莫慶堯慈善基金）
	 蕭鳳霞教授（美國耶魯大學）
	 Prof.	Franciscus	Verellen（法國遠東學院）
	 屈志仁教授（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館）

當然委員	 沈祖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李熾昌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
	 陳林月萍女士（香港中文大學財務長）

秘書	 何潔賢女士（香港中文大學）

消化疾病研究所諮詢委員會
主席	 陳家亮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委員	 Prof.	Hashem	B.	EI-Serag（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USA）

	 樊代明教授（第四軍醫大學）
	 Prof.	Geoff	Farrell（澳洲國立大學）
	 Prof.	David	A.	Lieberman（Oregon	Health	and	Science	

University,	USA）
	 Prof.	Stephen	A.	Locarnini（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gional	Reference	Laboratory	for	Hepatitis	B,	Australia）
	 Prof.	David	W.	Rattner（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USA）
	 Prof.	Timothy	C.	Wang（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當然委員	 陳力元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消化疾病研究所所長）

秘書	 戴志暉女士（香港中文大學）



	 68	 第二部	•	大學組織

第
二
部

工商管理碩士課程顧問委員會
主席	 鄭裕彤博士（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副主席	 馮永祥先生（禹銘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袁天凡先生（泓策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委員	 陳浚霖先生（利豐有限公司）
	 張永霖先生（明德學院）
	 蔣麗芸博士（仲良集團有限公司）
	 朱裕倫先生（雅式展覽服務有限公司）
	 郭炳湘先生（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李兆基博士（恆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
	 梁高美懿女士
	 Mr.	Washington	Z.	SyCip（The	SGV	Group,		

the	Philippines）
	 楊逸芝女士（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楊俊文博士（寶法德企業有限公司）

當然委員	 黃德尊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院長）
	 Prof.	Michael	J.	Ferguson（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碩士課程	

主任）
	 陳志輝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主任）

秘書	 李倩容博士（香港中文大學）

信興高等工程研究所諮詢委員會
主席	 蒙德揚先生（信興電業集團有限公司）

委員	 霍泰輝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何志明教授（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Prof.	Yongmin	Kim（美國華盛頓大學）
	 Prof.	C.C.	Jay	Kuo（美國南加州大學）
	 沈向洋博士（微軟公司）
	 汪正平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黃永成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舒維都教授（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當然委員	 程伯中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信興高等工程研究所所長）

秘書	 羅朱秀蘭女士（香港中文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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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學諮詢委員會
主席	 李家祥博士（李湯陳會計師事務所）

委員	 陳浩賢先生（陳浩賢會計師事務所）
	 陳國威先生（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陳鎮榮先生
	 張廣達先生（職業訓練局代表）
	 甘博文博士
	 金以文女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羅廣就先生（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羅義坤先生
	 吳港平先生（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吳嘉寧先生（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唐業銓先生（香港會計師公會代表）
	 蔡永忠先生（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謝健朋先生（香港科技園公司）
	 黃德尊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楊佳錩先生（卓亞資本有限公司）

當然委員	 楊許丹青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會計學院院長）

秘書	 徐佩玲博士（香港中文大學）

文物館諮詢委員會
主席	 莫華釗先生

委員	 鍾棋偉先生
	 許建勳先生
	 關善明博士
	 李景勳先生
	 盧茵茵女士
	 鄧國楨法官
	 黃仲方先生
	 胡家麟先生

當然委員	 李熾昌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
	 莫家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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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顧問	 葛師科先生
	 賴恬昌先生
	 林秀峰先生
	 楊永德先生

當然委員兼秘書	 蘇芳淑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館長）

社會工作學系諮詢委員會
主席	 陳兆愷法官（終審法院）

委員	 陳美潔女士（香港明愛）
	 趙惠芹女士（香港青年協會）
	 方敏生女士（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方長發先生（香港耀能協會）
	 方競生先生
	 羅淑君女士（香港小童群益會）
	 李劉茱麗女士（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
	 梁綺眉女士（耆康會）
	 吳志榮先生（東華三院）
	 倪江耀先生（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孫勵生先生（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黃肇寧女士
	 黃萬成先生（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系畢業同學會會長）

當然委員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講座教授

當然委員兼秘書	 馬麗莊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系主任）

數學科學研究所諮詢委員會
委員	 陳樂宗博士（晨興集團）
	 Prof.	John	H.	Coates（英國劍橋大學）
	 Prof.	Bjorn	Engquist（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USA）
	 Prof.	Benedict	H.	Gross（美國哈佛大學）
	 利憲彬先生（利希慎基金）
	 李鏞新先生（嘉里控股有限公司）
	 蒙德揚先生（信興電業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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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f.	Richard	M.	Schoen（美國史丹福大學）
	 Prof.	Joel	Smoller（美國密西根大學）
	 Prof.	Neil	Sidney	Trudinger（澳洲國立大學）

電子工程學諮詢委員會
主席	 李偉光先生（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委員	 陳兆雄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
	 陳帆先生（機電工程署）
	 鄒金根先生（數碼通電訊集團有限公司）
	 張金華先生（富士通香港有限公司）
	 蔡潮盛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范繼良先生（宏威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劉漢光先生（智控系統有限公司）
	 劉錦銘先生（綜聯數碼科技有限公司）
	 梁榮斌博士（百驛網路科技有限公司）
	 盧偉國博士（香港品質保證局）
	 麥福達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莫建鄰教授（藝美達實業有限公司）
	 吳自豪博士（香港電子業總會）
	 潘偉賢先生（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唐智海先生（偉易達通訊設備有限公司）
	 唐舜康先生（亞洲衛星有限公司）
	 謝大雄先生（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楊德斌先生（香港科技園公司）

當然委員	 施禮華博士（香港工程師學會代表）
	 汪正平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院長）
	 曾漢奇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電子工程學系系主任）
	 程伯中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電子工程學講座教授）
	 顏慶義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電子工程學講座教授）

委員兼秘書	 陳錦泰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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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科學諮詢委員會
召集人	 陳竟明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委員	 陳竟明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陳永勤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張振明先生（艾奕康有限公司）
	 何德賢先生（環境保護署）
	 林筱魯先生（安石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黎接傳先生（漁農自然護理署）
	 李鴻基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吳方笑薇女士（地球之友）
	 吳芷茵博士（中電控股有限公司）
	 曾錦林先生（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余濟美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當然委員	 黄乃正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理學院院長）

委員兼秘書	 王保強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酒店及旅遊管理學諮詢委員會
主席	 朱民康先生（凱悅國際酒店集團）

委員	 Mr.	Peter	C.	Borer（半島酒店）
	 陳南祿先生（恒隆地產有限公司）
	 鄭志雯女士（瑰麗酒店集團）
	 張永森先生（豐德麗控股有限公司）
	 Mr.	Paul	Foskey（麗嘉酒店有限公司）
	 許漢忠先生（香港機場管理局）
	 金民豪先生（香港迪士尼樂園）
	 劉鎮漢先生（香港旅遊發展局）
	 梅李玉霞女士（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Mr.	Mark	Lettenbichler（麗嘉酒店有限公司）
	 李漢城先生（香港酒店業主聯會）
	 呂尚懷先生（香港酒店業協會）
	 呂慧瑜女士（仕德福國際酒店）
	 Mr.	William	Mackay（香港四季酒店）
	 Mr.	Thomas	J.	Mehrmann（香港海洋公園）
	 吳高賢先生（雲頂香港有限公司）
	 Mr.	Jim	Pilarski（萬豪國際酒店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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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	Jean-Jacques	Reibel（香港洲際酒店）
	 Mr.	Nigel	A.A.	Summers（浩華管理顧問公司）
	 Mr.	Eric	Waldburger（馬哥孛羅酒店集團）
	 胡子勤先生（Starwood	Hotels	&	Resorts	Worldwide,	Inc.）
	 容偉雄先生（旅遊事務署）

當然委員	 周穎剛教授（酒店、旅遊及不動產研究中心主任）

當然委員兼秘書	 王譽龍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酒店及旅遊管理學院院長）

信息工程學諮詢委員會
主席	 黃仲翹博士（永泰信息技術服務有限公司）

委員	 陳浩昌先生（Google香港）
	 趙盛章博士（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招卓敏女士（思科系統有限公司）
	 郭永強先生（迦密聖道中學）
	 李一龍先生（和記電訊（香港）有限公司）
	 李大力博士（ASSIA	Inc.）
	 李建東教授（西安電子科技大學）
	 李星教授（清華大學）
	 舒駿先生（華為技術有限公司）
	 黄廷威先生（摩根士丹利）
	 黃廣林先生（Innopac	Limited）
	 趙峰博士（微軟亞洲研究院）
	 鄭全戰博士（騰訊）

當然委員	 伍澤文博士（香港工程師學會代表）
	 汪正平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院長）
	 邱達民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信息工程學系系主任）
	 香港中文大學信息工程學系執行委員會委員

秘書	 梁錦嫦女士（香港中文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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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諮詢委員會
主席	 陳紹雄先生（中電控股有限公司）

委員	 張子惇先生（十方有限公司）
	 蔣麗苓女士（震堅實業有限公司）
	 初維民先生（大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葉博森先生（智擇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黎啟東先生（寶力機械有限公司）
	 李偉光先生（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梁少康先生（TDK（中國）投資有限公司）
	 倪亦靖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
	 潘永生先生（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黄鍚金先生（建業集團）

當然委員	 汪正平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院長）
	 黄捷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系主任）
	 香港中文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理學碩士課程主任

秘書	 香港中文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工業合作委員會主席

就業諮詢委員會
主席	 簡文樂博士（冠軍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委員	 區妙馨女士（史賓沙顧問公司）
	 陳幼南博士（香港中華總商會）
	 周兆昌先生（國泰航空公司）
	 鄭惠貞女士（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張志強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張謙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霍陸美珍女士（香港中文大學）
	 Brigadier	Christopher	Hammerbeck（香港英國商會）
	 孔于人先生（歴峰亞太有限公司）
	 葉惠玲女士（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關謝懷遠女士（德福教育機構）
	 柳子權先生（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李子芬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李樂然先生（皇仁書院）
	 李秀鳳女士（公務員事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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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家麟先生（Francis	Mok	&	Associates	Limited）
	 吳恆亮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吳偉明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蘇蕙英女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蘇麗文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Dr.	Richard	Vuylsteke（香港美國商會）
	 黃錦輝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黄錦沛先生（DFS國際集團，DFS香港店）

當然委員	 吳基培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大學輔導長）
	 陳志新博士（香港中文大學校友評議會主席）
	 殷巧兒女士（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會長）
	 趙家輝先生（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代表）
	 劉俊康先生（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代表）

當然委員兼秘書	 梁汝照先生（香港中文大學學生事務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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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博士名錄

榮譽法學博士
Sir Robert Brown Black 1964
Sir John Scott Fulton 1964
Clark Kerr 1964
關祖堯 1964
利銘澤 1964
Sir Christopher William Machell Cox 1968
馮秉芬 1968
簡悅強 1968
唐炳源 1968
Sir David Clive Crosbie Trench 1968
陳省身 1969
Douglas James Smyth Crozier 1969
Kenneth Ernest Robinson 1969
吳健雄 1969
Sidney Samuel Gordon 1970
李政道 1970
李卓皓 1970
貝聿銘 1970
Cyril Henry Philips 1971
利國偉 1972
林同棪 1972
林家翹 1973
Michael Alexander Robert Young-Herries 1973
利榮森 1974
胡百全 1974
楊慶堃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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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啟東 1974
胡仙 1975
何炳棣 1975
劉殿爵 1975
安子介 1976
李方桂 1976
楊聯陞 1976
包玉剛 1977
余英時 1977
鄭斌 1978
李卓敏 1978
Charles Frankland Moore 1978
司徒惠 1978
The Rt. Hon. Lord Todd of Trumpington 1982
鍾士元爵士 1983
The Hon. Sir Philip Haddon-Cave 1983
鄧蓮如 1984
楊鐵樑 1984
李福善 1986
蔡永業 1987
馬臨 1987
Sir David Akers-Jones 1988
潘永祥 1988
The Rt. Hon. Lord Butterfield of Stechford 1989
方心讓 1989
譚惠珠 1989
孔祥勉 1990
李鵬飛 1990
李國鼎 1991
陶學祁 1991
林李翹如 1992
王澤森 1992
張煊昌 1993
Lord Wilson of Tillyorn 1995
利漢釗 1996
王䓪鳴 1996
李嘉誠 1997
曾蔭權 1999
李光耀 2000
陳方安生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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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炳聯 2003
李國章 2003
梁定邦 2003
金耀基 2005
連戰 2005
汪道涵 2005
霍英東 2006
李國能 2006
董建華 2007
馮國經 2008
宋健 2009
唐英年 2009
鄭維健 2010
Richard Charles Levin 2012

榮譽文學博士
鄭棟材 1979
黃用諏 1979
鄭德坤 1981
李芾甘（巴金） 1984
William Watson 1984
吳清源 1986
呂叔湘 1987
俞振飛 1988
馬友友 1993
趙無極 1993
 Jonathan D. Spence 1995
Nils Göran David Malmqvist 1998
高行健 2001
季羡林 2002
饒宗頤 2003
余光中 2003
勞榮瑋 2004
吳冠中 2006
許倬雲 2008
白先勇 2009
朱銘 2011
榮鴻曾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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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理學博士
William Henry Trethowan 1979
丘成桐 1980
Alexander Lamb Cullen 1981
簡悅威 1981
華羅庚 1982
Sir William Melville Arnott 1983
Joseph Needham 1983
陳壽霖 1985
高錕 1985
L.B. Thrower 1985
Sir Andrew Patrick McEwen Forrest 1986
丁肇中 1987
朱經武 1988
趙忠賢 1988
李遠哲 1989
達安輝 1990
周光召 1991
徐立之 1992
Sir Eric Ash 1994
唐敖慶 1994
Sir Michael Atiyah 1996
吳階平 1997
楊振寧 1997
朱棣文 1998
張存浩 1998
崔琦 1999
陳佳洱 2000
袁隆平 2001
Ferid Murad 2002
路甬祥 2003
楊利偉 2004
Richard J. Roberts 2005
陳述彭 2006
姚期智 2006
Louis J. Ignarro 2008
楊祖佑 2008
錢永健 2009
徐冠華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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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社會科學博士
何善衡 1971
 John Henry Bremridge 1980
李福和 1980
邵逸夫爵士 1981
何添 1982
邢慕寰 1982
田元灝 1983
李達三 1984
林英豪 1985
謝志偉 1986
W.C.L. Brown 1987
梁銶琚 1987
利黃瑤璧 1988
張光直 1990
蔣震 1991
Ezra F. Vogel 1992
鄭裕彤 1993
李兆基 1993
釋證嚴法師 1993
冼為堅 1994
吳光正 1994
陳曾燾 1995
唐翔千 1995
利德蓉 1997
陳廷驊 1998
周君廉 1998
方潤華 1998
費孝通 1999
李胡紫霞 1999
Amartya Kumar Sen 1999
池田大作 2000
田家炳 2000
熊翰章 2001
王培藷 2001
李麗珊 2002
呂志和 2002
Reinhard Selten 2003
Sir James Mirrlee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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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民偉 2004
鄭海泉 2005
李亦園 2005
何子焯 2006
Dale W. Jorgenson 2007
鄺廣傑 2007
康本健守 2007
Alison F. Richard 2009
伍步高 2009
陳樂宗 2010
莫慶堯 2010
何子樑 2011
李和聲 2011
余宇康 2011
Alfred Joseph Deigna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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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院士名錄

鄭海泉	 2002
Kenneth	Edward	Frederick	Hobbs	 2002
胡秀英	 2002
李兆基	 2002
李福善	 2002
劉尚儉	 2002
陳德霖	 2003
陳天機	 2003
張敏儀	 2003
利乾	 2003
李棐	 2003
李家祥	 2003
馬臨	 2003
岑才生	 2003
宋常康	 2003
譚宗定	 2003
陳黃穗	 2004
陳曾燾	 2004
李明逵	 2004
彭玉榮	 2004
	John	Nelson	Tarn	 2004
容拱興	 2004
張煊昌	 2005
周文軒	 2005
李金鐘	 2005
李和聲	 2005
李福慶	 2005
蒙德揚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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閔建蜀	 2005
汪長智	 2005
殷巧兒	 2005
陳方正	 2006
鄭明訓	 2006
霍震寰	 2006
何萬森	 2006
何子樑	 2006
許漢忠	 2006
劉世鏞	 2006
利定昌	 2006
Nancy	E.	Chapman	 2007
馮永祥	 2007
香樹輝	 2007
何厚浠	 2007
李韶	 2007
李燦輝	 2007
梁祥彪	 2007
莫秀馨	 2007
許耀君	 2008
梁秉中	 2008
屈志仁	 2008
楊汝萬	 2008
張文光	 2009
鍾永珏	 2009
關信基	 2009
李紹鴻	 2009
莫華釗	 2009
李沛良	 2010
梁英偉	 2010
麥松威	 2010
辛世文	 2010
譚華正	 2010
吳為山	 2010
陳兆愷	 2011
鄭承隆	 2011
周松崗	 2011
梁雄姬	 2011
劉應力	 2011
盧瑋鑾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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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尚渭	 2011
朱民康	 2011
張樹庭	 2012
馮兆滔	 2012
金聖華	 2012
利漢楨	 2012
羅德承	 2012
楊明標	 2012
陳志海	 2013
陳瑞球	 2013
禤永明	 2013
李金漢	 2013
李樂詩	 2013
梁紹鴻	 2013
Mike	McConvill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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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單位及課程

全日制本科課程
申請入學人士須符合本校之入學條件，方可獲考慮錄取入學。詳情請閱覽	
「全日制本科課程入學規則」（www.cuhk.edu.hk/adm/handbook/regu_c.pdf）。

本校現有文學院、工商管理學院、教育學院、工程學院、法律學院、醫學
院、理學院及社會科學院，提供廣泛之本科課程。學生修業期滿，考試及格
者，可獲授文學士、工商管理學士、中醫學學士、教育學士、工程學士、法學
士、內外全科醫學士、護理學士、藥劑學士、理學士及社會科學學士學位。本
校由二零零六至零七年度起開設雙學位課程。

學生符合畢業所需之條件，可獲頒學士學位，等級列分如下：甲等榮譽、
乙等一級榮譽、乙等二級榮譽、丙等榮譽及學位。學位等級得根據學生主修
科之平均積點、全部科目之總平均積點及畢業論文／專題研究成績頒發。至
於內外全科醫學士學位及中醫學學士學位，則分別根據學生在各專業考試
及臨床課程之成績頒發。請閱覽《本科生手冊》（www.cu h k.e du.h k/aq s/
handbook/ug_student_handbook.htm）。

■■課程結構

（一）三年制課程
除醫科及若干專業課程另有規定外，本校三年制課程下的全日制課程之修業期
通常為三至四年。第二年入學學生通常可於修業滿兩年後畢業。本校本科課程
（內外全科醫學士課程除外）採取學分制，結構如下：

中六及中七入學學生*分別須至少修畢一百二十三及九十九學分，始准畢
業。科目及學分開列如下：
（甲）	通識教育（十五學分）
（乙）	體育（兩學分）

*	 「中六（或中七）入學學生」乃指於修畢中學六年級（或七年級）後或以相等資歷獲錄取入學
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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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基礎規定*（二十四學分：語文科目九學分，通識教育科目六學分
及主修課程／學院規定九學分）

（丁）	主修課程規定必修學分，通常可達七十二學分
（戊）	學院語文規定
（己）	其餘學分由學生自由選擇以副修科及/或選修科補足

第二年入學學生須至少修畢六十六學分，始准畢業。科目及學分開列	
如下：
（甲）	通識教育（持副學士學位入學學生須修七學分或持高級文憑入學

學生須修九學分）
（乙）	體育（一學分）
（丙）	持副學士學位入學學生之主修課程可達六十四規定必修學分；持

高級文憑入學學生可達五十九學分
（丁）	語文規定（持高級文憑入學學生須修三學分）
（戊）	其餘學分由學生自由選擇以副修科及／或選修科補足

如主修課程設有畢業論文／專題研究規定，該課程主修生須繳交論文／	
專題研究，取得及格成績，始可畢業。

由一九九七至九八年度起，所有本科生必須於第一修業年修讀普通話、
粵語及英語精修課程。該課程並不計算學分，但考試成績將會記錄在學生的
學業成績單上。

由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起，所有新入學學生須達至指定程度的資訊
科技能力。校方預期學生於首修業年內通過資訊科技能力測試。

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及以後入學之學生，如經兩個有關主修學系核准，可
報修兩項主修課程。

學生可自願修讀副修課程者，須正式填報所修讀之學科。副修課程通常
為十五至三十學分不等。

（二）四年制課程
於二零一二至一三年度起推行的四年制課程，乃學系／學院及多個部門通力
合作的成果，並非回復大學舊有的四年制課程，而是一個嶄新設計、以學生為
中心、採用果效為本的學習方法，且包含了果效、學習活動、評核及反饋等重
要教學元素的課程。

除中醫課程及醫科外，四年制課程下的全日制課程之修業期通常為四至
五年。入讀專為具備副學士學位／高級文憑資格而設的銜接課程之高年級生
一般可於兩年內畢業。與三年制課程相同，四年制課程亦採取學分制（內外全
科醫學士課程除外）。

學生須至少修畢一百二十三學分，包括主修課程要求及通識教育、中文
及英文、體育及資訊科技的大學核心課程要求始准畢業。高年級生須至少修
畢六十九學分，亦包括主修課程及大學核心課程要求。

*	 中六入學學生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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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制課程主要特點包括新設計的大學核心課程要求與學院課程，並
以可轉移的技能及總結性體驗為重心，詳情列載於www.cuh k.edu.h k/334/
chinese/index.html。

研究院課程
大學本年度開設共五種研究式課程：音樂博士、哲學博士、藝術碩士、音樂碩
士與哲學碩士學位課程。修課式課程則共有二十一種，計為教育博士、護理
博士、心理學博士、法律博士、會計學碩士、建築碩士、文學碩士、工商管理碩
士、中醫學碩士、臨牀藥劑學碩士、神道學碩士、教育碩士、家庭醫學碩士、
法學碩士、護理碩士、護理科學碩士、專業會計學碩士、公共衞生碩士、理學
碩士、社會科學碩士與社會工作碩士課程。

自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起，大學增設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現已增至
三十八項。每項課程設哲學碩士組及哲學博士組，學生可根據個人興趣及能
力報讀相關課程，亦可於入學後視情況轉修另一組別。

至於修業期限，具備和未具備研究式碩士學位之博士學位全日制學生之
修業期，通常分別為三十六個月及四十八個月，兼讀制學生之修業期則通常分
別為四十八個月及六十四個月。全日制碩士課程之常規修業期一般由一年至
四年不等，兼讀制則為兩年至四年不等。另全日制文憑課程之修業期為三個月
至一年不等，兼讀制為一年至兩年不等。

凡具有認可大學之榮譽學位而成績良好，兼備研究能力者，皆可申請
攻讀本校的研究生課程。有關各項細則，請參閱www2.c u h k.e du.h k/g s s/
handbook.php（英文版）與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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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
院長：梁元生教授
院務處主任：黄笑微女士

 ' 3943 7106 6	2603 5621
*	afo@arts.cuhk.edu.hk 8	www.cuhk.edu.hk/arts

■■文化管理課程
課程主任：何慶基先生

 ' 3943 3943 6	2603 5621
*	ba_cumt@arts.cuhk.edu.hk 8	www.arts.cuhk.edu.hk/cum/en/

本科課程
•	 文化管理文學士課程（只適用於四年制課程）

■■人類學系
系主任：張展鴻教授

 ' 3943 7677/7670 6	2603 5218
*	anthropology@cuhk.edu.hk 8	www.cuhk.edu.hk/ant/

本科課程
•	 人類學文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人類學哲學博士課程
•	 人類學文學碩士課程
•	 人類學哲學碩士課程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系主任：何志華教授

 ' 3943 7071/7074/7095/7160 6	2603 6048
*	chilan@cuhk.edu.hk 8	www.chi.cuhk.edu.hk

本科課程
•	 中國語言及文學文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中國語言及文學哲學博士課程
•	 中國語言及文學文學碩士課程
•	 中國語言及文學哲學碩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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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系主任：黎志添教授

 ' 3943 6468/6212 6	2603 5280
*	crsdept@cuhk.edu.hk 8	www.cuhk.edu.hk/crs/

文化研究課程

 ' 3943 1269 6	2603 5280
*	crsdept@cuhk.edu.hk 8	www.cuhk.edu.hk/crs/

宗教研究課程

 ' 3943 1269 6	2603 5280
*	crsdept@cuhk.edu.hk 8	www.cuhk.edu.hk/crs/

神學課程

 ' 3943 1091/6705 6	2603 5224
*	theology@cuhk.edu.hk 8	www.cuhk.edu.hk/theology/

本科課程
•	 文化研究文學士課程
•	 宗教研究文學士課程
•	 神學文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文化研究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宗教研究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課程
•	 文化管理文學碩士課程
•	 文化研究文學碩士課程
•	 宗教研究文學碩士課程
•	 神學研究文學碩士課程
•	 視覺文化研究文學碩士課程
•	 神道學碩士課程

■■英文系
系主任：Prof. Simon Nicolas Haines

 ' 3943 7005/7007 6	2603 5270
*	english@cuhk.edu.hk 8	www.cuhk.edu.hk/eng/

本科課程
•	 英文文學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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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課程
•	 英文（應用英語語言學）哲學博士課程
•	 英文（文學研究）哲學博士課程
•	 英文（應用英語語言學）文學碩士課程
•	 英文（文學研究）文學碩士課程
•	 英文（應用英語語言學）哲學碩士課程
•	 英文（文學研究）哲學碩士課程

■■藝術系
系主任：莫家良教授

 ' 3943 7615 6	2603 5755
*	finearts@cuhk.edu.hk	 8	http://finearts.arts.cuhk.edu.hk

本科課程
•	 藝術文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中國藝術史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藝術文學碩士課程
•	 藝術碩士（藝術創作）課程

■■歷史系
系主任：葉漢明教授

 ' 3943 7117/8541/8659 6	2603 5685

*	history@cuhk.edu.hk; hisdiv@cuhk.edu.hk; macph@cuhk.edu.hk

	8 www.history.cuhk.edu.hk

本科課程
•	 歷史文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歷史哲學博士課程
•	 比較及公眾史學文學碩士課程
•	 歷史哲學碩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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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研究學系
系主任：Prof. Lynne Nakano

 ' 3943 6563/6466 6	2603 5118

*	japanese-studies@cuhk.edu.hk

	8 www.cuhk.edu.hk/jas/english/menu_eng.html

本科課程
•	 日本研究文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日本研究文學碩士課程
•	 日本研究哲學碩士課程
•	 日本研究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2014–2015）

■■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
系主任：葉彩燕教授

 ' 3943 7025/7911 6	2603 7755
*	lin@cuhk.edu.hk 8	www.cuhk.edu.hk/lin/

本科課程
•	 語言學文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語言學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漢語語言學及語言獲得文學碩士課程
•	 語言學文學碩士課程

■■音樂系
系主任：李忠順教授

 ' 3943 6487/6510/6716 6	2603 5273
*	music@cuhk.edu.hk 8	www.cuhk.edu.hk/mus/

本科課程
•	 音樂文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音樂博士課程
•	 音樂哲學博士課程
•	 音樂文學碩士課程
•	 音樂碩士課程
•	 音樂哲學碩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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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系
系主任：王啟義教授

 ' 3943 7136 6	2603 5323
*	philosophy@cuhk.edu.hk 8	http://phil.arts.cuhk.edu.hk

本科課程
•	 哲學文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哲學哲學博士課程
•	 哲學文學碩士課程
•	 哲學哲學碩士課程

■■翻譯系
系主任：王宏志教授

 ' 3943 7700 6	2603 7843
*	tra@cuhk.edu.hk 8	www.cuhk.edu.hk/tra/

本科課程
•	 翻譯文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翻譯哲學博士課程
•	 電腦輔助翻譯文學碩士課程
•	 翻譯文學碩士課程
•	 翻譯哲學碩士課程

■■英語教學單位
主任：賴陳秀卿博士

 ' 3943 7465 6	2603 5157
*	eltu-info@cuhk.edu.hk 8	www.cuhk.edu.hk/eltu/

■■雅禮中國語文研習所
所長：吳偉平博士

 ' 3943 6727 6	2603 5004
*	clc@cuhk.edu.hk 8	www.cuhk.edu.hk/clc/

*	 於完成首個學位後設有法律博士雙學位課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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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學院
院長：黃德尊教授（至二零一四年一月止）
院務處主任：黄瑜穎女士

 ' 3943 7785 6	2603 5917
*	bafac@cuhk.edu.hk 8	www.baf.cuhk.edu.hk

■■本科課程辦公室

 ' 3943 7746 6	2603 5181

*	bba@cuhk.edu.hk

	8 www.baf.cuhk.edu.hk/program/undergraduate.shtml

本科課程
•	 工商管理學士綜合課程*

■■研究院課程辦公室

 ' 3943 7453 6	2994 4010
	8 www.baf.cuhk.edu.hk/faculty/program.shtml

研究院課程
•	 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
•	 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
•	 全日制工商管理碩士課程
•	 工商管理碩士課程（晚間制及週末制）
•	 金融財務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北京及深圳〕
•	 工商管理碩士課程（醫療）
•	 法律博士／工商管理碩士雙學位課程（工商管理碩士部分）

*	 設有給完成首個學位者修讀法律博士（只適用於三年制課程）、國際貿易碩士、工程學士/	
理學士或社會科學學士（新聞與傳播學）（只適用於四年制課程）的雙學位課程選擇；另設有
環球商業學、國際貿易與中國企業及亞洲商業學三個專修組別。工商管理學士綜合課程設有
十二項專修範圍，包括商業經濟學、管理資訊系統學、供應鏈與物流管理學、決策科學與企
業經濟學、綜合金融學、金融工程學、保險及風險管理、國際企業管理學、人力資源管理學、
市場學、計量營銷學及綜合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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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學院
院長：顧朝陽教授

 ' 3943 7641 6	2603 5114
*	schoolacy@cuhk.edu.hk 8	www.baf.cuhk.edu.hk/acy

本科課程
•	 專業會計學工商管理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會計學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高級財會人員專業會計學碩士課程〔上海〕
•	 會計學碩士課程
•	 專業會計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亞太工商研究所
署理常務所長：黄德尊教授

 ' 3943 7424 6	2603 5136
*	apib@cuhk.edu.hk    8	www.baf.cuhk.edu.hk/apib

研究院課程
•	 環球金融學士後文憑課程

■■決策科學與企業經濟學系
系主任：張惠民教授

 ' 3943 7813 6	2603 5104
*	dse@cuhk.edu.hk 8	www.baf.cuhk.edu.hk/dse

研究院課程
•	 決策科學與企業經濟學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資訊與科技管理理學碩士課程

■■金融學系
系主任：鄭會榮教授

 ' 3943 7805 6	2603 6586
*	fin@cuhk.edu.hk	 8	www.baf.cuhk.edu.hk/fin

本科課程
•	 保險、金融與精算學工商管理學士課程
•	 計量金融學理學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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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量金融學及風險管理科學理學士課程*（只適用於四年制課程）
•	 計量金融學及風險管理科學跨學科主修課程（理學士）*†（只適用於三年
制課程）

•	 環球經濟與金融跨學科主修課程（理學士）‡（只適用於四年制課程）

研究院課程
•	 金融學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金融學理學碩士課程

■■酒店及旅遊管理學院
院長：王譽龍教授

 ' 3943 8590 6	2603 7724
*	htm@cuhk.edu.hk 8	www.baf.cuhk.edu.hk/htm

本科課程
•	 酒店及旅遊管理學工商管理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工商管理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管理學系
系主任：錢共鳴教授

 ' 3943 7898 6	2603 6840
*	mgt@cuhk.edu.hk 8	www.baf.cuhk.edu.hk/mgt

研究院課程
•	 管理學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市場學系
系主任：賈建民教授

 ' 3943 7809 6	2603 5473
*	mkt@cuhk.edu.hk 8	www.baf.cuhk.edu.hk/mkt

研究院課程
•	 市場學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市場學理學碩士課程

*	 與理學院聯合開設
†	 課程已停止招收新生，並將於所有學生畢業後取消
‡	 與社會科學院聯合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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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院
院長：梁湘明教授
院務處主任：劉潔萍女士

 ' 3943 6937 6	2603 6129
*	edu@fed.cuhk.edu.hk 8	www.fed.cuhk.edu.hk

教育學院採用矩陣式的組織架構，學院辦公室負責管理學院的本科、高級學位
及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程，而研究院課程辦事處則專責管理高級學位課程。

學院下設四個學系和一個學部─課程與教學學系、教育行政與政策學
系、教育心理學系、體育運動科學系及體育部。學院的本科、高級學位及學位
教師教育文憑課程主要由兩個或以上的學系聯合提供，並由學院辦公室及研
究院課程辦事處管理；個別學系亦因應其專業開設課程。此外，學院亦與香
港教育研究所緊密合作，為在職教師開設多項自負盈虧的進修課程。

本科課程
•	 文學士及教育學士（中國語文教育）同期結業雙學位課程
•	 文學士（英國語文研究）及教育學士（英國語文教育）同期結業雙學位課程
•	 通識教育教育學士課程
•	 數學及數學教育教育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教育博士課程
•	 教育哲學博士課程
•	 通識教育科課程發展與教學文學碩士課程
•	 幼兒教育文學碩士課程
•	 資訊科技教育應用文學碩士課程*
•	 家長教育文學碩士課程
•	 普通話教育文學碩士課程
•	 學生活動教育文學碩士課程
•	 國際漢語教育文學碩士課程
•	 價值教育文學碩士課程
•	 教育碩士課程
•	 教育哲學碩士課程
•	 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程
•	 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程（小學）

*	 課程已停止招收新生，並將於所有學生畢業後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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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與教學學系
系主任：張善培教授

 ' 3943 6905 6	2603 6724
*	candi_dept@cuhk.edu.hk 8	www.fed.cuhk.edu.hk/cri

研究院課程
•	 中國語文教育文學碩士課程
•	 英語教學文學碩士課程
•	 數學教育理學碩士課程

■■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
系主任：彭新強教授

 ' 3943 6953 6	2603 6761
*	eapdept@cuhk.edu.hk 8	www.fed.cuhk.edu.hk/eap

研究院課程
•	 學校改善及領導文學碩士課程

■■教育心理學系
系主任：張雷教授

 ' 3943 6904/6213 6	2603 6921
*	edpsy@fed.cuhk.edu.hk 8	www.fed.cuhk.edu.hk/eps

研究院課程
•	 學校諮商與輔導文學碩士課程

■■體育運動科學系
系主任：夏秀禎教授

 ' 3943 6089 6	2603 5781
*	sports@cuhk.edu.hk 8	www.cuhk.edu.hk/spe

本科課程
•	 健康與體育運動科學教育學士課程（只適用於四年制課程）
•	 體育運動科學教育學士課程*（只適用於三年制課程）
•	 運動科學與健康教育理學士課程（只適用於四年制課程）

研究院課程
•	 體育學文學碩士課程
•	 體育運動科學哲學碩士課程
•	 運動科學理學碩士課程
•	 體育運動科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	 課程已停止招收新生，並將於所有學生畢業後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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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部
主任：盧遠昌先生

 ' 3943 6097 6	2603 5275
*	peunit@cuhk.edu.hk 8	www.peu.cuhk.edu.hk

工程學院
院長：汪正平教授
院務處主任：羅朱秀蘭女士

 ' 3943 8446/4294/1109 6	2603 5701
*	facultyoffice@erg.cuhk.edu.hk	 8	www.erg.cuhk.edu.hk

■■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系
系主任：梁浩鋒教授

 ' 3943 8444 6	2603 5302
*	dept@cse.cuhk.edu.hk 8	www.cse.cuhk.edu.hk

本科課程
•	 計算機工程學工程學士課程*
•	 計算機科學理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計算機科學理學碩士課程

■■電子工程學系
系主任：曾漢奇教授

 ' 3943 8270/8486 6	2603 5558
*	dept@ee.cuhk.edu.hk 8	www.ee.cuhk.edu.hk

本科課程
•	 生物醫學工程學工程學士課程*
•	 電子工程學工程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電子工程學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電子工程學理學碩士課程

*	 於完成首個學位後設有工商管理學士（工商管理學士綜合課程）雙學位課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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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工程學系
系主任：邱達民教授

 ' 3943 8385 6	2603 5032
*	dept@ie.cuhk.edu.hk 8	www.ie.cuhk.edu.hk

本科課程
•	 信息工程學工程學士課程*
•	 數學與信息工程學理學士課程†（只適用於四年制課程）

研究院課程
•	 信息工程學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信息工程學理學碩士課程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系主任：黄捷教授

 ' 3943 8337 6	2603 6002
*	dept@mae.cuhk.edu.hk 8	www.mae.cuhk.edu.hk

本科課程
•	 能源工程學工程學士課程*（只適用於四年制課程）
•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工程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理學碩士課程

■■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系主任：蒙美玲教授

 ' 3943 8215/8313/8468/8470 6	2603 5505
*	dept@se.cuhk.edu.hk 8	www.se.cuhk.edu.hk

本科課程
•	 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工程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高級管理人員物流和供應鏈管理理學碩士課程〔深圳〕
•	 電子商貿與物流技術學理學碩士課程
•	 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理學碩士課程

*	 於完成首個學位後設有工商管理學士（工商管理學士綜合課程）雙學位課程選擇
†	 與理學院聯合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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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學系課程

生物醫學工程學部

 ' 3943 8261 6	2603 5558
*	bmegrad@cuhk.edu.hk 8	www.bme.cuhk.edu.hk

研究院課程
•	 生物醫學工程學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生物醫學工程學理學碩士課程

法律學院
院長：Prof. Christopher Gane

院務處主任：林琼琪女士；黄裕萍女士

 ' 3943 4399 6	2994 2505
*	law@cuhk.edu.hk 8	www.law.cuhk.edu.hk

本科課程
•	 法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法學哲學博士課程
•	 法律博士課程
•	 法律博士／工商管理碩士雙學位課程（法律博士部分）
•	 中國商業法法學碩士課程
•	 普通法法學碩士課程
•	 國際經濟法法學碩士課程
•	 法學哲學碩士課程
•	 法學專業證書課程

*	 於完成首個學位後設有文學士（翻譯）、工商管理學士（只適用於三年制課程）或社會科學學
士（社會學）雙學位課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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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院
院長：陳家亮教授
院務及策劃處處長：黎月荃女士

 ' 3943 6891 6	2603 5821
*	faculty@med.cuhk.edu.hk 8	www.med.cuhk.edu.hk

醫學院提供非學分、學院制之內外全科醫學士課程。醫學院採用以人體系統
為本的綜合醫學課程，提供必修科及選修科。課程着重提早開始臨床訓練，
培養學生的溝通及終身學習技巧，以至醫德之薰陶。

醫科學生如能在專業考試取得及格成績並符合課程及大學有關畢業規
定，可獲頒授內外全科醫學士學位。學生畢業後，須在認可之醫院實習一年，
才可註冊成為醫生。

本科課程
•	 內外全科醫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醫學研究理學碩士課程

■■麻醉及深切治療學系
系主任：Prof. Tony Gin

 ' 2632 2735 6	2637 2422
*	ansoffice@cuhk.edu.hk	 8	www.aic.cuhk.edu.hk

研究院課程
•	 麻醉及深切治療學哲學博士課程
•	 麻醉及深切治療學哲學碩士課程
•	 危重病護理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病理解剖及細胞學系
系主任：杜家輝教授

 ' 2632 1525/3335 6	2637 6274
*	kfto@cuhk.edu.hk 8	www.acp.cuhk.edu.hk

研究院課程
•	 病理解剖及細胞學哲學博士課程
•	 病理解剖及細胞學哲學碩士課程
•	 醫務化驗科學理學碩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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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學學院
院長：陳偉儀教授

 ' 3943 1233（一般查詢）; 3943 6869（研究院課程）

	6 2603 5123

*	sbs.med@cuhk.edu.hk（一般查詢）;  
 sbspostgrad@cuhk.edu.hk（研究院課程）
	8 www.sbs.cuhk.edu.hk

研究院課程
•	 生物醫學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解剖學哲學博士課程*
•	 生物化學（醫學院）哲學博士課程*
•	 藥理學哲學博士課程*
•	 生理學哲學博士課程*

■■化學病理學系
系主任：盧煜明教授

 ' 2632 3338 6	2636 5090
*	chempath@cuhk.edu.hk 8	www.cpy.cuhk.edu.hk

研究院課程
•	 化學病理學哲學博士課程
•	 化學病理學哲學碩士課程

■■中醫學院
院長：梁榮能教授

 ' 3943 4328 6	2603 7203
*	scm@cuhk.edu.hk 8	www.scm.cuhk.edu.hk

本科課程
•	 中醫學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中醫藥學哲學博士課程
•	 中醫學碩士課程
•	 中醫藥學哲學碩士課程
•	 針灸學理學碩士課程
•	 中醫學理學碩士課程
•	 中藥及草藥學理學碩士課程

*	 由二零一零至一一年度起已停止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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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腫瘤學系
系主任：陳德章教授

 ' 2632 2119/2118 6	2649 7426; 2648 7097
*	enquiry@clo.cuhk.edu.hk 8	www.clo.cuhk.edu.hk

■■影像及介入放射學系
系主任：Prof. Anil T. Ahuja

 ' 2632 1180 6	2648 7269
*	radiology@med.cuhk.edu.hk 8	www.diir.cuhk.edu.hk

研究院課程
•	 影像及介入放射哲學博士課程
•	 影像及介入放射哲學碩士課程
•	 診斷超聲波理學碩士課程

■■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
系主任：胡令芳教授

 ' 2632 3125 6	2645 1699
	8 www.mect.cuhk.edu.hk

研究院課程
•	 心臟科理學碩士課程
•	 臨牀老人學理學碩士課程
•	 內分泌及糖尿治理理學碩士課程
•	 消化疾病理學碩士課程
•	 中風及臨床神經科學理學碩士課程
•	 臨牀老人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	 寧養關顧學士後文憑課程

■■微生物學系
系主任：陳基湘教授

 ' 2632 3333 6	2647 3227
*	microbiology@cuhk.edu.hk 8	www.cuhk.edu.hk/med/mic

研究院課程
•	 微生物學哲學博士課程
•	 微生物學哲學碩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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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打素護理學院
院長：李子芬教授

 ' 3943 6220/4019（本科課程）; 3943 8173/4163（研究院課程）

	6 2603 6041/5269 *	nursing@cuhk.edu.hk
	8 www.nur.cuhk.edu.hk 

本院的護理學士課程是一項全日制學分制課程，為期四／五年，旨在培育
學生成為香港護士管理局的普通科註冊護士，促進公眾健康，為病人提供
優質護理，在高科技及多元化的醫療體系中服務社群。

本科課程
•	 護理學士課程
•	 老年學理學士課程（只適用於四年制課程）

研究院課程
•	 護理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護理博士課程
•	 護理碩士課程
•	 護理科學碩士（註冊前）課程

■■婦產科學系
系主任：梁德楊教授

 ' 2632 3489 6	2636 0008
*	obsgyn@cuhk.edu.hk 8	www.obg.cuhk.edu.hk

研究院課程
•	 婦產科哲學博士課程
•	 婦產科哲學碩士課程

■■眼科及視覺科學學系
系主任：彭智培教授

 ' 3943 5855 6	2715 9490
*	deptovs@cuhk.edu.hk 8	www.ovs.cuhk.edu.hk

研究院課程
•	 眼科及視覺科學哲學博士課程
•	 眼科及視覺科學哲學碩士課程
•	 眼科及視覺科學理學碩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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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
系主任：鄭振耀教授

 ' 2632 2515 6	2637 7889
*	dept@ort.cuhk.edu.hk 8	www.ort.cuhk.edu.hk

研究院課程
•	 矯形外科及創傷學哲學博士課程
•	 矯形外科及創傷學哲學碩士課程
•	 老年骨科學理學碩士課程
•	 骨關節醫學及復康理學碩士課程
•	 運動醫學及健康科學理學碩士課程
•	 老年骨科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	 骨關節醫學及復康學士後文憑課程
•	 運動醫學及健康科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耳鼻咽喉—頭頸外科學系
系主任：Prof. C.A. van Hasselt

 ' 2632 3950/2970 6	2145 8876
*	admin@ent.cuhk.edu.hk 8	www.ent.cuhk.edu.hk

■■兒科學系
系主任：伍百祥教授

 ' 2632 2850/2851 6	2636 0020
*	paediatrics@cuhk.edu.hk 8	www.pae.cuhk.edu.hk

■■藥劑學院
院長：李漢良教授

 ' 3943 6860 6	2603 5295
*	pharmacy@cuhk.edu.hk 8	www.pharmacy.cuhk.edu.hk

藥劑學院開設藥劑學士課程，課程結構採用學分制。畢業生必須完成一年期
之實習，方可獲香港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准予註冊為藥劑師，在香港執業。

本科課程
•	 藥劑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藥劑學哲學博士課程
•	 臨牀藥劑學碩士課程
•	 藥劑學哲學碩士課程
•	 藥物製造及品質學理學碩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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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學系
系主任：林翠華教授

 ' 2607 6027 6	2667 1255
*	psychiatry@cuhk.edu.hk 8	www.psychiatry.cuhk.edu.hk

研究院課程
•	 精神健康理學碩士課程
•	 精神健康學士後文憑課程

■■賽馬會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
署理院長：唐金陵教授

 ' 2252 8488/8800 6	2145 7489/2606 3500
*	info_sphpc@cuhk.edu.hk 8	www.sphpc.cuhk.edu.hk

本科課程
•	 公共衞生理學士課程
•	 社區健康理學士課程（只適用於四年制課程）

研究院課程
•	 社會醫學哲學博士課程
•	 公共衞生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家庭醫學碩士課程
•	 公共衞生碩士課程
•	 流行病學與生物統計學理學碩士課程
•	 健康教育理學碩士課程
•	 醫療管理學理學碩士課程
•	 流行病學與生物統計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	 醫療管理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	 健康教育學士後文憑課程
•	 公共衞生學士後文憑課程
•	 婦女健康學士後文憑課程

■■外科學系
系主任：賴寶山教授

 ' 2632 2789/2617 6	2637 7974
*	surgery@cuhk.edu.hk 8	www.surgery.cuhk.edu.hk

研究院課程

 ' 2632 2567（外科）; 2632 1542（神經科學）

	6 2637 7974（外科）; 2647 8770（神經科學）

*	postgrad@surgery.cuhk.edu.hk（外科）; nssc@cuhk.edu.hk（神經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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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科哲學博士課程
•	 外科哲學碩士課程
•	 神經科學理學碩士課程
•	 微創手術臨床護理理學碩士課程

意外及急救醫學教研部
主任：Prof. Timothy H. Rainer

 ' 2632 1033 6	2648 1469
*	aemau@med.cuhk.edu.hk 8	www.aemau.cuhk.edu.hk

研究院課程
•	 高級急診護理實踐理學碩士課程
•	 院前及急救護理理學碩士課程
•	 高級急診護理實踐學士後文憑課程
•	 院前及急救護理學士後文憑課程

■■跨學系課程

內科科學學部

研究院課程
•	 內科科學哲學博士課程（由腫瘤學系、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兒科學系及
精神科學系聯合開設）

•	 內科科學哲學碩士課程（由腫瘤學系、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兒科學系及
精神科學系聯合開設）

理學院
院長：黃乃正教授
院務處主任：楊何雅曼女士

 ' 3943 6327 6	2603 5156
*	sfo@cuhk.edu.hk 8	www.cuhk.edu.hk/sci/

■■化學系
系主任：成公明教授

 ' 3943 6344 6	2603 5057
*	chemistry@cuhk.edu.hk 8	www.chem.cuhk.edu.hk

本科課程
•	 化學理學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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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課程
•	 化學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認證化學理學碩士課程

■■地球系統科學課程
課程主任：黄庭芳教授

 ' 3943 3794 6	3942 0970
*	essc@cuhk.edu.hk 8	www.cuhk.edu.hk/sci/essc/

本科課程
•	 地球系統科學理學士課程（只適用於四年制課程）

■■生命科學學院
院長：陳文博教授

 ' 3943 1487 6	2603 5646

生物化學課程
課程主任：邵鵬柱教授

 ' 3943 6359 6	2603 5646
*	biochemistry@cuhk.edu.hk 8	www.bch.cuhk.edu.hk

生物學課程
課程主任：黃創儉教授

 ' 3943 6249 6	2603 5646
*	bio@cuhk.edu.hk 8	www.bio.cuhk.edu.hk

細胞及分子生物學課程
課程主任：姜里文教授

 ' 3943 1361 6	2603 5646
*	cmb@cuhk.edu.hk 8	www.cuhk.edu.hk/cmb/

環境科學課程
課程主任：陳竟明教授

 ' 3943 6294 6	2603 5646
*	ens@cuhk.edu.hk 8	www.cuhk.edu.hk/ens/

食品及營養科學課程
課程主任：張志強教授

 ' 3943 6295 6	2603 5646
*	fns@cuhk.edu.hk 8	www.cuhk.edu.hk/f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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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物技術學課程
課程主任：林漢明教授

 ' 3943 6393 6	2603 5646
*	mbt@cuhk.edu.hk 8	www.cuhk.edu.hk/mbt/

本科課程
•	 生物化學理學士課程
•	 生物學理學士課程
•	 細胞及分子生物學理學士課程
•	 環境科學理學士課程
•	 食品及營養科學理學士課程
•	 分子生物技術學理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生物化學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生物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環境科學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食品及營養科學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分子生物技術學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生物化學及生物醫學理學碩士課程
•	 食品營養與科技理學碩士課程

■■數學系
系主任：陳漢夫教授

 ' 3943 7729 6	2603 5154
*	dept@math.cuhk.edu.hk 8	www.math.cuhk.edu.hk

本科課程
•	 數學理學士課程
•	 數學與信息工程學理學士課程*（只適用於四年制課程）

研究院課程
•	 數學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數學理學碩士課程

*	 與工程學院聯合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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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系
系主任：夏克青教授

 ' 3943 6154/6339 6	2603 5204
*	physics@cuhk.edu.hk 8	www.phy.cuhk.edu.hk

本科課程
•	 物理理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物理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物理理學碩士課程

■■統計學系
系主任：邵启滿教授

 ' 3943 7931 6	2603 5188
*	statdept@cuhk.edu.hk 8	www.sta.cuhk.edu.hk

計量金融學及風險管理科學跨學科主修課程
課程主任：周應峰教授；任尚智教授

 ' 3943 1746/1853 6	2603 5188/5181
*	iqrinfo@cuhk.edu.hk 8	www.cuhk.edu.hk/prog/iqr

本科課程
•	 風險管理科學理學士課程
•	 統計學理學士課程
•	 計量金融學及風險管理科學理學士課程*（只適用於四年制課程）
•	 計量金融學及風險管理科學跨學科主修課程（理學士）*†（只適用於三
年制課程）

研究院課程
•	 統計學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風險管理科學哲學碩士課程
•	 數據科學及商業統計理學碩士課程
•	 風險管理科學理學碩士課程

*	 與工商管理學院聯合開設
†	 課程已停止招收新生，並將於所有學生畢業後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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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院
院長：李少南教授
院務處主任：黄雪蘭女士

 ' 3943 4096 6	2603 6774
*	ssinfo@cuhk.edu.hk 8	www.cuhk.edu.hk/ssc/

■■建築學院
院長：何培斌教授（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 3943 6517 6	3942 0982
*	architecture@cuhk.edu.hk 8	www.arch.cuhk.edu.hk

本科課程
•	 建築學社會科學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建築學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建築碩士課程
•	 文物建築保育與設計理學碩士課程
•	 可持續與環境設計理學碩士課程
•	 都巿設計理學碩士課程
•	 環球城巿與當代文化文學碩士課程

■■經濟學系
系主任：張俊森教授

 ' 3943 8190 6	2603 5805
*	economics@cuhk.edu.hk 8	www.cuhk.edu.hk/eco/

環球經濟與金融跨學科主修課程
課程主任：周應峰教授；鄺啟新教授

 ' 3943 7640 6	2603 6586
*	glef@cuhk.edu.hk 8	www.baf.cuhk.edu.hk/program/glef

本科課程
•	 經濟學社會科學學士課程
•	 環球經濟與金融跨學科主修課程（理學士）*（只適用於四年制課程）

研究院課程
•	 經濟學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經濟學理學碩士課程
•	 經濟學理學碩士課程（深圳）

*	 與工商管理學院聯合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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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
系主任：陳永勤教授

 ' 3943 6532 6	2603 5006
*	geography@cuhk.edu.hk 8	www.grm.cuhk.edu.hk

本科課程
•	 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社會科學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地理與資源管理學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地理信息科學理學碩士課程
•	 可持續旅遊社會科學碩士課程

■■政治與行政學系
系主任：馬樹人教授

 ' 3943 7530/7488 6	2603 5229
*	gpadept@cuhk.edu.hk 8	www.cuhk.edu.hk/gpa/

本科課程
•	 政治與行政學社會科學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政治與行政學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大中華地區的政府與政治社會科學碩士課程

■■新聞與傳播學院
院長：馮應謙教授

 ' 3943 7680 6	2603 5007
*	com@cuhk.edu.hk 8	www.com.cuhk.edu.hk

本科課程
•	 新聞與傳播學社會科學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傳播學哲學博士課程
•	 全球傳播文學碩士課程
•	 新聞學文學碩士課程
•	 傳播學哲學碩士課程

*	 於完成首個學位後設有工商管理學士（工商管理學士綜合課程）雙學位課程選擇（只適用於
四年制課程）



	 教學單位及課程	 115

第
三
部

•	 新媒體理學碩士課程
•	 廣告社會科學碩士課程
•	 企業傳播社會科學碩士課程

■■心理學系
系主任：梁永亮教授

 ' 3943 6650 6	2603 5019
*	info@psy.cuhk.edu.hk 8	www.psy.cuhk.edu.hk

本科課程
•	 心理學社會科學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臨牀心理學哲學博士課程
•	 心理學博士（臨牀心理學）課程
•	 心理學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心理諮詢與治療文學碩士課程〔北京〕
•	 心理學文學碩士課程
•	 工業及組織心理學哲學碩士課程
•	 臨牀心理學社會科學碩士課程
•	 心理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社會工作學系
系主任：馬麗莊教授

 ' 3943 7507 6	2603 5018
*	socialwork@cuhk.edu.hk 8	www.cuhk.edu.hk/swk/

本科課程
•	 社會工作社會科學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社會福利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家庭輔導及家庭教育文學碩士課程
•	 社會政策文學碩士課程
•	 社會服務管理文學碩士課程
•	 社會工作社會科學碩士課程
•	 社會工作碩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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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系
系主任：張越華教授 

 ' 3943 6604/6606 6	2603 5213
*	sociology@cuhk.edu.hk 8	www.cuhk.edu.hk/soc/

本科課程
•	 社會學社會科學學士課程*

研究院課程
•	 社會學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社會學文學碩士課程

■■跨學系課程

本科課程
•	 全球研究社會科學學士課程（只適用於四年制課程）

 ' 3943 4757 6	2603 6774
*	glbs@cuhk.edu.hk 8	www.cuhk.edu.hk/ssc/globalstudies

•	 城巿研究社會科學學士課程（只適用於四年制課程）
 ' 3943 5100 6	2603 7613

*	urbanstudies@cuhk.edu.hk 8	www.cuhk.edu.hk/ssc/urbanstudies

社會科學學部

研究院課程
•	 高級環境規劃技術理學碩士課程

 ' 2994 0495 6	2603 6515
*	innovations@cuhk.edu.hk 8	www.chi1993.cuhk.edu.hk/mscaept

•	 通識教育社會科學碩士課程
 ' 3943 6236/1005 6	2603 6774

*	mssge@cuhk.edu.hk 8	www.cuhk.edu.hk/ssc/ge

•	 全球政治經濟社會科學碩士課程
 ' 3943 6737 6	2603 6774

*	mgpeinfo@cuhk.edu.hk 8	www.cuhk.edu.hk/ssc/mgpe

•	 公共政策社會科學碩士課程
 ' 3943 4096/8161 6	2603 6774

*	publicpolicy@cuhk.edu.hk 8	www.cuhk.edu.hk/ssc/publicpolicy

*	 於完成首個學位後設有法律博士雙學位課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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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學院課程

性別研究學部

 ' 3943 1026 6	2603 7223
*	genderstudies@cuhk.edu.hk 8	www.cuhk.edu.hk/gender/

研究院課程
•	 性別研究哲學博士課程
•	 性別研究文學碩士課程
•	 性別研究哲學碩士課程

地球系統與地球信息科學學部

 ' 3943 4082 6	2603 7470
*	iseis@cuhk.edu.hk 8	www.iseis.cuhk.edu.hk/gis/

研究院課程
•	 地球系統與地球信息科學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
•	 地球系統科學理學碩士課程

基因組學及生物信息學學部

 ' 3943 1233 6	2603 5213

*	gbgrad@cuhk.edu.hk

	8 www.sbs.cuhk.edu.hk/gen_bio/index.html

研究院課程
•	 基因組學及生物信息學理學碩士課程
•	 基因組學及生物信息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通識教育
通識教育為大學整體教育的重要一環，目標是引導學生拓闊知識視野，認識
不同學科的理念和價值，提升對人類共同關心問題的觸覺，建立判斷力及價
值觀，理解學科之間的關聯及將之融會發展，以及發掘終身學習的潛能。

本校的通識教育課程包含通識教育基礎課、大學通識教育及書院通識教
育，前兩部分由大學通識教育部統籌，書院通識教育則由書院按其文化背景
及理念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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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通識教育部
主任：梁美儀教授

 ' 3943 7075/7563 6	2603 5398
*	oge@cuhk.edu.hk 8	www.cuhk.edu.hk/oge/

中國研究中心
主任：科大衛教授

 ' 3943 4392 6	2994 3105
*	ccs@cuhk.edu.hk 8	www.cuhk.edu.hk/ccs/

本科課程
•	 中國研究文學士課程*
•	 當代中國研究文學士課程（只適用於四年制課程）
•	 當代中國研究社會科學學士課程（只適用於四年制課程）

研究院課程
•	 中國研究哲學博士課程
•	 中國研究文學碩士課程
•	 中國研究哲學碩士課程

學能提升研究中心
主任：潘偉賢教授

 ' 3943 6201 6	2603 6804
*	clear@cuhk.edu.hk 8	www.cuhk.edu.hk/clear/

雙學位課程

本科課程
•	 文學士及教育學士（中國語文教育）同期結業雙學位課程
（www.cuhk.edu.hk/prog/edc/index.html）

*	 課程已停止招收新生，並將於所有學生畢業後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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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士（英國語文研究）及教育學士（英國語文教育）同期結業雙學位課程
（www.fed.cuhk.edu.hk/~ede4343/）（英文版）

•	 數學與信息工程雙學位課程*
（www.math.cuhk.edu.hk/en/gerinfo/curr/UG-DDegMain_c.html）
（只適用於三年制課程）

研究院課程
•	 法律博士/工商管理碩士雙學位課程
（www2.cuhk.edu.hk/gss/course_list08.php）（英文版）

其他課程

普通話、粵語及英語精修課程
本校所有入讀三年制課程的學生必須於第一修業年修讀普通話、粵語及英語
精修課程。此課程旨在令學生充分掌握查閱字典以學習個別詞彙正確發音的
技巧。除為學生穩建日後修讀較高程度的語文科目的基礎外，課程更讓他們
省察語文能力的重要性。

體育
體育必修科目為增進學生身心健康，增強學生體質，使學生掌握體育基本知
識，培養學生體育運動能力和習慣，以及團體觀念與合作精神，並闡明公平競
爭之意義。

領袖培育課程／博群領袖課程
領袖培育課程旨在培育優選學生之領導才能，協助他們接受新時代各項挑
戰。博群領袖課程旨在培育引領公民和社會參與的學生領袖。

學生資訊科技能力
資訊科技的急速發展，引領我們進入資訊年代，改變了工作、溝通及遊樂的
方式，並且提高了我們的生產力。能夠利用電腦及其他科技增進學識，提高
生產力和改良工作表現，才算具備資訊科技的知識，而這些知識已成為教與
學的基本技能。為幫助學生學會這基本技能，大學為他們提供一項資訊科技
基礎課程、一套基本資訊科技技能訓練及測試。入讀三年制課程的學生須於
畢業前通過有關的測試，而入讀四年制課程的學生則須修讀資訊科技基礎
課程。

*	 課程已停止招收新生，並將於所有學生畢業後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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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課程
本校向以推動東西文化交流為其獨特使命，於一九七七年獲雅禮協會贊助開
辦亞洲課程，充分利用本校的學術資源及研究設備，供非本地學生增進中文、
亞洲及國際研究的知識，鑽研其所學習範疇中與香港、中國內地及其他亞洲
地區有關的發展，以及學習中國語文。

亞洲課程完全納入大學的常規教學體制中，學員可與本地學生同修由文學
院、工商管理學院、教育學院、工程學院、法律學院、理學院及社會科學院所提
供的科目。亞洲課程亦開設一些以英語教授的亞洲、中國及國際研究科目，使海
外及本地學生從中獲益。亞洲課程的學員可選修由雅禮中國語文研習所教授的
廣東話及普通話課程。亞洲課程提供很多讓學員體驗中國文化的機會，其中包
括與本地學生同住校內宿舍、參加主題本地遊、短途旅行及語文桌等。

亞洲課程的學員分為兩類：（一）特別本科生：每學期修課九至十八學分；
及（二）特別研究生：每學期修課九至十八學分；或每學期作研究工作及修課
最少三學分。

亞洲課程的學員可選擇修讀一學期或一學年。申請人毋須具有修習中國
語文或亞洲學科的資歷，惟特別本科生之申請人一般須至少修畢兩學期之大
學課程；申請為特別研究生者，須具有認可的學士學位。

學員可以交換生或海外留學生身份在本校就讀。交換生須來自與本校已
簽訂正式學生交換協議之院校，其亞洲課程之學費可獲豁免。海外留學生一
般來自非與本校簽訂學生交換協議之院校，並必須繳交亞洲課程之學費。交
換生及海外留學生均須自行繳付住宿費及交流計劃有關雜費。兩類學員於本
校就讀期間均從屬於學術交流處（亞洲課程）。

如有查詢，可直接與本校學術交流處聯絡。

地址：	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康本國際學術園一樓
學術交流處（國際交流中心）亞洲課程

 ' (852) 3943 7597 6	(852) 2603 5045
*	 iasp@cuhk.edu.hk 8  www.oal.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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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進修學院
院長：陳寶安博士

 ' 2209 0299/0290 6	2603 6565; 2739 2797
*	scs@cuhk.edu.hk 8	www.scs.cuhk.edu.hk

中大於一九六五年成立校外進修部，在一九九四年易名為香港中文大學校外
進修學院，並於二零零六年易名為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學院秉承服
務社會、提供優質持續專業教育的使命，配合香港的發展步伐及不同行業人
士的進修需求，課程日趨多元化，二零一二至一三年度開設逾一千項短期課程
及學歷課程，學生人次近三萬五千，相當於六千三百名全日制學生。

學院的課程大致分為兩大類：短期課程與學歷課程。短期課程一般為期
二至四個月，不設特定入學要求，主要為個人興趣或增值而設。學歷課程包括
證書、文憑、高等文憑及專業文憑等課程，並通常設基本入學要求，課程設計
亦依循大學本部的要求，以保證質素。這些課程為就讀人士提供學歷及專業
資格，以助他們提升有關知識及技能。

學院提供的學科範圍廣泛，包括藝術及設計、人文學科、創意媒體、音
樂、商業及管理、會計及財務、社會科學、應用科學、語文、醫療保健、資訊科
技及科技管理和自然及環境學。

學院自一九八八年起與校外專業學會/機構、海外與內地著名大學合辦多
元化的學歷課程，這些課程包括：

•	 英語教學碩士（與英國蘭加士打大學合辦）
•	 課程與教學論（對外漢語教學）碩士（與北京語言大學合辦）
•	 商業學士（活動管理）（與澳洲格里菲斯大學合辦）
•	 商業學士（酒店管理）（與澳洲格里菲斯大學合辦）
•	 商業學士（管理學）（與澳洲格里菲斯大學合辦）
•	 商業學士（市場學）（與澳洲格里菲斯大學合辦）
•	 設計學士（視覺傳意設計）（與澳洲格里菲斯大學合辦）
•	 商學士（會計學）（與澳洲弗林德斯大學合辦）
•	 創意藝術學士（數碼媒體）（與澳洲弗林德斯大學合辦）
•	 媒體與傳播學士（與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合辦）
•	 護理學學士（與澳洲拉籌伯大學合辦）
•	 法律行政人員專業文憑課程（與英國特許法律行政人員協會合辦）
•	 對外漢語教學法證書（與北京語言大學合辦）
•	 普通話教師暑期培訓證書（與北京語言大學合辦）

學院也與大學各院系積極合作，包括：
•	 文學院─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藝術系、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崇基學院
神學院、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文化及宗教研究系之道教文化研究中心

•	 工商管理學院—會計學院、金融學系、管理學系、市場學系
•	 醫學院─麻醉及深切治療學系、那打素護理學院、兒科學系、	
外科學系、中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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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推廣高等及專上教育，學院自二零零二年起
開設多項全日制高級文憑程，供中學畢業生報讀。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學院
開辦三十項高級文憑課程予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畢業生、舊學制中七畢業生、
修畢副學士學位先修課程或毅進文憑課程，或年滿二十一歲的人士選擇。

學院也因應內地、澳門、香港及海外公私營機構的需要，籌辦各類型在職
培訓課程，曾開辦的課程有中英文書信寫作及會話、資訊科技、中國商務、行
政管理、學校管理、雙語教學、新聞傳播、會計、法律、公共行政、城市規劃、
風景園林設計及管理、心理學、醫療管理、營養及保健產品等。課程無論在設
計或學術水平方面均獲好評。

學院與大學深圳研究院合作，於二零一二年在深圳設立「香港中文大學深
圳研究院專業進修中心」，為進修人士提供專業及短期課程，以發展其個人事
業；並為商營機構及政府部門設計及開辦企業培訓課程。為協助國內學生適
應赴港或海外升學的英語學習環境，學院亦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在深圳研究院
專業進修中心開辦「國際高等教育預備文憑課程」。

學院在財政上自負盈虧，教務與發展政策則由大學擴展教育課程局、教
務籌劃委員會及教務會監察。

學院總辦事處設址沙田香港中文大學校園內之博文苑，四個主要教學中
心分別位於：

•	 中環夏慤道十二號美國銀行中心
•	 尖沙咀漆咸道南六十七號安年大廈
•	 尖沙咀加連威老道九十八號東海商業中心
•	 將軍澳翠林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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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的研究所提供經濟資助及各式研究設備，方便教師開展跨學科研究，創
造新知。不少研究所更下設研究中心，就專門範圍進行深入研究，茲按筆劃序
列如下：

人文學科研究所
 ' 3943 8698 6 3942 0992

 rihs@arts.cuhk.edu.hk 8www.cuhk.edu.hk/rih/

■■人文電算研究中心

 ' 3943 7159 6 2603 5323
 humanum@cuhk.edu.hk 8http://humanum.arts.cuhk.edu.hk

■■人文價值研究中心

 ' 3943 7013 6 2603 5270
 simon.haines@cuhk.edu.hk

■■比較古代研究中心

 ' 3943 5396 6 3942 0992

 ccsacuhk@gmail.com 8http://ihome.cuhk.edu.hk/~b130691/

■■比較城市文化研究中心

 ' 3943 7113 6 2603 5685
 yuensleung@cuhk.edu.hk 8www.cuhk.edu.hk/rih/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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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研究中心

 ' 3943 8698 6 3942 0992
 melody@arts.cuhk.edu.hk

■■明清研究中心

 ' 3943 7089 6 3943 0992

 cumingqing@gmail.com 8www.cuhk.edu.hk/rih/mingqing

■■梁保全香港歷史及人文研究中心

 ' 3943 5796/5797 8www.cuhk.edu.hk/rih/lpc/Index.html

■■鄭承隆基金亞洲現象學中心

 ' 3943 8524 6 2603 7854

 phenom@arts.cuhk.edu.hk 8www.cuhk.edu.hk/rih/phs/

人類傳意科學研究所
 ' 2632 3288 6 2145 8876

 info@ihcr.cuhk.edu.hk 8www.ihcr.cuhk.edu.hk

中西醫結合醫學研究所
 ' 2632 2920 6 2646 8915

 integrativemed@cuhk.edu.hk

中國文化研究所
 ' 3943 7394 6 2603 5149

 ics@cuhk.edu.hk 8www.cuhk.edu.hk/ics/

■■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

 ' 3943 7371 6 2603 7539

 ccaa@cuhk.edu.hk 8www.cuhk.edu.hk/ics/cc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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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 3943 8765 6 2603 5030

 usc@cuhk.edu.hk 8www.usc.cuhk.edu.hk

■■文物館

 ' 3943 7416 6 2603 5366

 artmuseum@cuhk.edu.hk 8www.cuhk.edu.hk/ics/amm/

■■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 3943 7392 6 2603 7989

 clrc@cuhk.edu.hk 8www.cuhk.edu.hk/ics/clrc/

■■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 3943 7382 6 2603 5202

 rcccc@cuhk.edu.hk 8www.cuhk.edu.hk/ics/rcccc/

■■劉殿爵中國古籍研究中心

 ' 3943 7381 6 2603 5149

 chant@cuhk.edu.hk 8www.cuhk.edu.hk/ics/rccat/

■■翻譯研究中心

 ' 3943 7399 6 2603 5110
 rct@cuhk.edu.hk 8www.cuhk.edu.hk/rct/

中國科學院香港中文大學 
深圳先進集成技術研究所

 ' (86) 755 8639 2196（深圳） 6 (86) 755 8639 2194（深圳）

 jia.liu@siat.ac.cn 8www.siat.ac.cn/jgsz/kyxt/jcs/

中醫中藥研究所
 ' 3943 4370 6 2603 5248

 icm@cuhk.edu.hk 8www.icm.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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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與地球信息科學研究所
 ' 3943 6538 6 2603 7470

 iseis@cuhk.edu.hk 8www.iseis.cuhk.edu.hk

■■地球信息科學聯合實驗室

 ' 3943 6538 6 2603 7470

 jlgis@cuhk.edu.hk 8www.iseis.cuhk.edu.hk/jlgis/

■■圓玄衞星遙感研究中心

 ' 3943 6538 6 2603 7470

 yuenyuen@cuhk.edu.hk 8www.iseis.cuhk.edu.hk/yuenyuen/

心腦血管醫學研究所
 ' 2635 2206 6 2144 5343

 ivmcuhk@cuhk.edu.hk

未來城市研究所
 ' 3943 6473 6 2603 5006

 iofc@cuhk.edu.hk

生物科技研究所
 ' 2603 5111 6 2603 5012

 enquiry@hkib.org.hk 8www.hkib.org.hk

光科技研究所
 ' 3943 8389 6 2603 5032

 lkchen@ie.cuhk.edu.hk 8www.iosat.cuhk.edu.hk

■■光電子研究中心

 ' 3943 8389 6 2603 5032
 lkchen@ie.cuhk.edu.hk 8www.iosat.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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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學研究中心

 ' 3943 6339 6 2603 5204

 physics@cuhk.edu.hk 8www.iosat.cuhk.edu.hk

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
 ' 3943 1620 6 2603 5230

 igef@cuhk.edu.hk 8www.igef.cuhk.edu.hk

李嘉誠健康科學研究所
 ' 3763 6003 6 3763 6333

 lihs@cuhk.edu.hk 8www.lihs.cuhk.edu.hk

呂志和創新醫學研究所
 ' 2632 1339 6 2647 1557

 iim@med.cuhk.edu.hk

亞太工商研究所
 ' 3943 7424 6 2603 5136

 apib@cuhk.edu.hk 8www.cuhk.edu.hk/apib/

■■中國金融發展與改革研究中心

 ' 3943 7896 6 2603 7871

 cfdr@cuhk.edu.hk

■■公司治理中心

 ' 3943 8691 6 2603 5114

 cucig@cuhk.edu.hk 8www.baf.cuhk.edu.hk/research/cig/

■■巿場工程中心

 ' 3943 1639 6 2603 5473

 mkteng@baf.msmail.cuhk.edu.hk

 8 www.baf.cuhk.edu.hk/research/research-centers-marketing-engineering.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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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業研究中心

 ' 3943 4387 6 2603 5136

 cfb@cuhk.edu.hk 8http://familybusiness.baf.cuhk.edu.hk

■■航空政策研究中心

 ' 3943 6014  aprc@baf.msmail.cuhk.edu.hk

 8 www.baf.cuhk.edu.hk/research/aprc/

■■酒店、旅遊及不動產研究中心

 ' 3943 8798 6 2603 7724

 chrer@cuhk.edu.hk

 8 www.baf.cuhk.edu.hk/research/research-centers-hospitality-real-estate.shtml

■■商務創新及全球化研究中心

 ' 3943 8514（香港）;	 8692 0033（深圳）

 6 3943 8514（香港）;	 8692 0031（深圳）

 big@cuhk.edu.hk 8http://big.baf.cuhk.edu.hk/

■■國際商業研究中心

 ' 3943 1650 6 2603 6840

 cmlau@cuhk.edu.hk

■■創業研究中心

 ' 3943 7542 6 2994 4363

 entrepreneurship@cuhk.edu.hk

 8 www.cuhk.edu.hk/centre/entrepreneurship/

亞洲供應鏈及物流研究所
 ' 3943 1081 6 2603 5104
 lf-scml@cuhk.edu.hk 8http://lf-scml.baf.cuhk.edu.hk

■■物流技術與供應鏈優化中心

 ' 3943 8215 6 2603 5505
 dept@se.cuhk.edu.hk 8www.logitsco.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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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管理及物流研究中心

 ' 3943 4491 6 2994 4017
 cscml@baf.msmail.cuhk.edu.hk

網際物流研究中心

 ' 3943 4081 6 2994 4016
 ccl@baf.msmail.cuhk.edu.hk 8http://ccl.baf.cuhk.edu.hk

供應鏈管理研究中心

 ' 3943 4491 6 2994 4017
 scmrc@baf.msmail.cuhk.edu.hk

知識轉化辦公室

 ' 3943 4491 6 2994 4017
 cscml@baf.msmail.cuhk.edu.hk

■■供應鏈和物流管理研究開發中心

（香港）

 ' 3943 8215 6 2603 5505
 dept@se.cuhk.edu.hk

（深圳）

''（86）755 2603 6854 6	（86）755 2603 6887
 xiongj@sz.tsinghua.edu.cn

■■供應鏈整合及服務創新中心

 ' 3943 4491 6 2994 4017

信興高等工程研究所
 ' 3943 8407 6 2603 5024
 cslui@cse.cuhk.edu.hk 8www.shiae.cuhk.edu.hk

■■生物醫學工程研究中心

 ' 3943 8282 	qhmeng@ee.cuhk.edu.hk
 8 www.shiae.cuhk.edu.hk/biomedica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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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工程研究範疇

 ' 3943 8475 6 2603 6002

 kinglapwong@mae.cuhk.edu.hk 8www.shiae.cuhk.edu.hk/energy.htm

■■多媒體工程研究中心

 ' 3943 8407 6 2603 5024

 cslui@cse.cuhk.edu.hk

 8 www.shiae.cuhk.edu.hk/multimedia.htm

香港亞太研究所
 ' 3943 6740/1465 6 2603 5215
 hkiaps@cuhk.edu.hk 8 www.cuhk.edu.hk/hkiaps

■■中國城巿住宅研究中心

 ' 2994 0495 6 2603 6515
 innovations@cuhk.edu.hk 8www.chi1993.cuhk.edu.hk

■■中國家庭研究中心

 ' 3943 6626 6 2603 5213

 kfting@cuhk.edu.hk

 8 www.cuhk.edu.hk/hkiaps/research/family.html

■■公民社會研究中心

 ' 3943 1336 6 2603 5215
 ccss@cuhk.edu.hk 8www.cuhk.edu.hk/centre/ccss

■■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 3943 6761 6 2603 5215
 pprc@cuhk.edu.hk 8www.cuhk.edu.hk/hkiaps/pprc

■■生活質素研究中心

 ' 3943 6527 6 2603 5215
 slng@cuhk.edu.hk 8www2.cuhk.edu.hk/ssc/qol

■■性別研究中心

 ' 3943 8775 6 2603 5215
 grcentre@cuhk.edu.hk 8www.cuhk.edu.hk/hkiaps/g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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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與政治發展研究中心

 ' 3943 1323 6 2603 5215
 cspds@cuhk.edu.hk 8www.cuhk.edu.hk/hkiaps/csp

■■城巿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 3943 6746 6 2603 5215
 urban@cuhk.edu.hk 8www.cuhk.edu.hk/centre/curd

■■國際事務研究中心

 ' 3943 6740 6 2603 5215
 iarc@cuhk.edu.hk 8www.cuhk.edu.hk/hkiaps/iarc

■■經濟研究中心

 ' 3943 6762 6 2603 5215

 institute-econ@cuhk.edu.hk

 8 www.cuhk.edu.hk/hkiaps/research/hk.html

香港教育研究所
 ' 3943 6755/6999 6 2603 6850
 hkier@cuhk.edu.hk 8www.fed.cuhk.edu.hk/hkier

■■香港教育領導發展中心

 ' 3943 6929 6 2603 6850
 leaders@fed.cuhk.edu.hk 8www.fed.cuhk.edu.hk/leaders/

■■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

 ' 3943 6749 6 2603 7542
 pth@fed.cuhk.edu.hk 8www.fed.cuhk.edu.hk/~pth/

■■資訊科技教育促進中心

 ' 2603 6729 6 2603 7352
 caite@fed.cuhk.edu.hk 8http://caite.fed.cuhk.edu.hk/

■■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香港中心

 ' 2603 7209/7216 6 2603 5336

 hkpisa@fed.cuhk.edu.hk 8www.fed.cuhk.edu.hk/~hkp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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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糖尿病及肥胖症研究所
 ' 2632 1417 6 2637 3929

 hkido@cuhk.edu.hk 8http://hkido.cuhk.edu.hk

香港癌症研究所
 ' 2632 1037 6 2632 5816

 vengie@clo.cuhk.edu.hk 8www.hkci.cuhk.edu.hk

消化疾病研究所
 ' 2637 3209 6 2646 8915

 idd@med.cuhk.edu.hk 8www.idd.med.cuhk.edu.hk

■■何善衡腸胃健康中心

 ' 2632 2920 6 2646 8915

 digestivehealth@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大腸癌教育中心

 ' 2603 1407 6 3011 3021

 bowelcancer@cuhk.edu.hk 8www.idd.cuhk.edu.hk/bowelcancer

理工研究所

■■材料科學及技術研究中心

 ' 3943 8297 6 2603 5558
 jbxu@ee.cuhk.edu.hk 8www.cuhk.edu.hk/centre/mstrc

■■香港生物信息中心

 ' 3943 6381 6 2603 5123
 kwtsui@cuhk.edu.hk 8www.hkbic.cuhk.edu.hk

■■香港運動醫學及科學研究中心

 ' 2632 2798 6 2646 3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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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物理研究所
 ' 3943 6339 6 2603 5204

 itp@phy.cuhk.edu.hk 8www.phy.cuhk.edu.hk/itp/

理論計算機科學與通訊科學研究所
 ' 3943 1257 6 2603 6809

 itcsc@cuhk.edu.hk 8www.itcsc.cuhk.edu.hk

深圳研究院
 ' (86) 755 8692 0028（深圳） 6	(86) 755 8692 0018（深圳）

 cuhkszri@cuhkri.org.cn

植物分子生物學及農業生物科技研究所
 ' 3943 5593 6 2603 6382

 ipmbab@cuhkri.edu.hk 8www.cuhk.edu.hk/ipmbab

■■教資會卓越學科領域植物及農業生物科技中心

 ' 3943 5593 6 2603 6382

 aoe-biotech@cuhk.edu.hk 8www.cuhk.edu.hk/bio/aoe

經濟及金融研究所
 ' 3943 7805  cuief@cuhk.edu.hk

 8 www.baf.cuhk.edu.hk/research/ief

精密工程研究所
 ' 3943 1079 6 2603 6002

 rdu@mae.cuhk.edu.hk 8www.ipe.cuhk.edu.hk



	 136	 第四部	•	研究單位

第
四
部

網絡編碼研究所
 ' 3943 8388 6 2603 5032

 info@inc.cuhk.edu.hk 8www.inc.cuhk.edu.hk

數學科學研究所
 ' 3943 8038 6 2603 7636

 ims@ims.cuhk.edu.hk 8www.ims.cuhk.edu.hk

環境、能源及可持續發展研究所
 ' 3943 3976  iees@cuhk.edu.hk

 8 www.cuhk.edu.hk/i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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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重點實驗室

國家重點實驗室計劃於一九八四年開始實施，是國家重點科技發展項目之
一。國家重點實驗室針對學科發展前沿、國民經濟、社會發展、衞生／健康及
國家安全等重要科技課題，開展創新研究。承辦國家重點實驗室的機構須具
有國際先進水平，在國內相關領域中處於領導地位，能承擔國家重大科研任
務，並有高水準的科研隊伍及實驗設施。

大學先後於二零零六及二零零八年獲中國科學技術部批准，成立兩所國
家重點實驗室，開展腫瘤治療及農業生物技術研究。二零一零年校方再獲批
准，成立植物化學與西部植物資源持續利用及合成化學兩所國家重點實驗室。

■■合成化學國家重點實驗室

 ' 3943 6329 6 2603 5057
*	hncwong@cuhk.edu.hk

■■植物化學與西部植物資源持續利用國家重點實驗室■
■ （香港中文大學夥伴實驗室）

 ' 3943 4370 6 2603 5248
*	icm@cuhk.edu.hk 8 www.icm.cuhk.edu.hk

■■華南腫瘤學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中文大學夥伴實驗室）

*	sklonc@med.cuhk.edu.hk; anthonytcchan@cuhk.edu.hk

■■農業生物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中文大學夥伴實驗室）

 ' 3943 5593 6 2603 6382
*	sklabt@cuhk.edu.hk 8	www.cuhk.edu.hk/ipmbab/SKL/

大豆研究中心
 ' 3943 5593 6 2603 6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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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及系內研究暨■
諮詢服務單位

校內各學院及學系設有規模較小的研究暨諮詢服務單位，以促進不同科目的
研究工作，茲按筆劃序列如下：

文學院

■■人間佛教研究中心

 ' 3943 6707 6	3943 4132

*	cshb@cuhk.edu.hk 8	www.cuhk.edu.hk/crs/cshb/

■■中國音樂資料館

 ' 3943 6555 6	2603 5273

*	cma_info@cuhk.edu.hk 8	www.cuhk.edu.hk/mus/cma/

■■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中心

 ' 3943 8524 6	2603 7854

*	rccpc@cuhk.edu.hk 8	http://phil.arts.cuhk.edu.hk/rccpc/

■■中國語文教學發展中心

 ' 3943 7094 6	2603 6048

*	chilan@cuhk.edu.hk

■■中國歷史研究中心

 ' 3943 7043 6	2603 5685

*	history@cuhk.edu.hk

 8 www.history.cuhk.edu.hk/cch_about_u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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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研究中心

 ' 3943 4277 6	3942 0995

*	catholic@cuhk.edu.hk 8	www.cuhk.edu.hk/crs/catholic/

■■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

 ' 3943 4178 6	3943 4179

*	cslds@arts.cuhk.edu.hk 8	www.cslds.org

■■文化及發展研究中心

 ' 3943 6212 6	2603 5280

*	crsdept@cuhk.edu.hk 8	www.cuhk.edu.hk/crs/ccd

■■文化遺產研究中心

 ' 3943 7677/7670 6	2603 5218

*	culturalheritage@cuhk.edu.hk 8	www.cuhk.edu.hk/ant/culturalheritage/

■■比較及公眾歷史研究中心

 ' 3943 7043 6	2603 5685

*	ccph@cuhk.edu.hk

 8 www.history.cuhk.edu.hk/ccph_about_us.html

■■汕頭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聯合基督教研究中心
（香港）

 ' 3943 6705 6	2603 5224

*	theology@cuhk.edu.hk

（汕頭）

 ' (86) 754 8650 3655 6	(86) 754 8650 3655

*	ccs@stu.edu.cn

■■兒童雙語研究中心

 ' 3943 1930/1995 6	2603 7865

*	cbrc@cuhk.edu.hk 8	www.cuhk.edu.hk/lin/cbrc/

■■英文系研究實驗室

 ' 3943 7005/7007 6	2603 5270

*	english@cuhk.edu.hk 8	www.cuhk.edu.hk/eng/

■■香港文學研究中心

 ' 2603 5225 6	2603 6048

*	hklitrc@cuhk.edu.hk 8	http://hklit.chi.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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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保全香港歷史及人文研究中心

 ' 3943 5796/5797 6 3943 1886
 8 www.cuhk.edu.hk/rih/lpc/Index.html

■■基督教研究中心

 ' 3943 8155 6	2603 5224

*	centre-cs@cuhk.edu.hk 8	www.cuhk.edu.hk/theology/ccs/

■■現象學與當代哲學資料中心

 ' 3943 8524 6	2603 7854

*	phen-archive@cuhk.edu.hk

 8 http://phil.arts.cuhk.edu.hk/phen-archive/

■■當代基督宗教教學資源中心

 ' 3943 8155 6	2603 5224

*	rcccs@cuhk.edu.hk 8	www.cuhk.edu.hk/theology/rcccs

■■粵語研究中心

 ' 3943 7094 6	2603 6048

*	chilan@cuhk.edu.hk 8	www.cuhk.edu.hk/chi/rcc/

■■道教文化研究中心

 ' 3943 4464 6	3943 4463

*	daoist@cuhk.edu.hk 8	www.cuhk.edu.hk/crs/dao/

■■語言學研究實驗室

 ' 3943 7911 6	2603 7755
*	lin@cuhk.edu.hk

■■語言獲得實驗室

 ' 3943 1702 6	3943 1703

*	langacq@cuhk.edu.hk 8	www.arts.cuhk.edu.hk/~lal

■■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

 ' 3943 7094 6	2603 6048
*	chilan@cuhk.edu.hk

■■優質生命教育中心

 ' 3943 8155 6	2603 5224

*	cqle@cuhk.edu.hk 8	www.cuhk.edu.hk/theology/cq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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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曲資料中心

 ' 3943 3005 6	2603 5273

*	corp@cuhk.edu.hk 8	http://corp.mus.cuhk.edu.hk/corp

■■翻譯科技研究中心

 ' 3943 7685 6	3942 0988

*	ctt@arts.cuhk.edu.hk 8	www.cuhk.edu.hk/tra/

教育學院
■■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中心

 ' 2603 7726/7134	 6	2603 7128/7591

*	cusp@fed.cuhk.edu.hk 8	www.fed.cuhk.edu.hk/cusp/

■■優化英語教學研究中心

 ' 3943 6401 6	3943 4205

*	ceelt@fed.cuhk.edu.hk 8	www.fed.cuhk.edu.hk/~ceelt

工程學院

■■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顧問小組

 ' 3943 8215/8313/8468/8470 6	2603 5505

*	dept@se.cuhk.edu.hk 8	www.se.cuhk.edu.hk

■■信息工程顧問小組

 ' 3943 8385 6	2603 5032

*	dept@ie.cuhk.edu.hk

■■移動通訊科技中心

 ' 3943 8356	 6	2603 5032

*	wclau@ie.cuhk.edu.hk 8	http://mobitec.ie.cuhk.edu.hk

■■創新科技中心

 ' 3943 8221 6	2603 7327

*	enquiry@cintec.cuhk.edu.hk 8	www.cintec.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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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工程顧問小組

 ' 3943 8270/8486 6	2603 5558

*	dept@ee.cuhk.edu.hk

法律學院

■■金融規管與經濟發展研究中心

 ' 3943 4399	 6	2994 2505

*	law-cfred@cuhk.edu.hk 8	www.law.cuhk.edu.hk/research/cfred/

■■權利與正義研究中心

 ' 3943 4399 6	2994 2505

*	law-crj@cuhk.edu.hk 8	www.law.cuhk.edu.hk/research/crj/

醫學院

■■大學化驗中心

 ' 2632 3949 6	2632 1317

*	karenc@cuhk.edu.hk 8	www.acp.cuhk.edu.hk/ups/

■■中國考科藍中心香港分中心

 ' 2252 8744/8779 6	2606 3500

*	jltang@cuhk.edu.hk; hkcochrane@cuhk.edu.hk

 8 www.hkcochrane.cuhk.edu.hk

■■心臟教育及研究培訓中心

 ' 2647 6639 6	2144 5343

*	cardiacsec@cuhk.edu.hk

 8 www.mect.cuhk.edu.hk/cardiology/index.htm

■■母體血漿胎兒核酸研究中心

 ' 2632 2563 6	2636 5090

*	chempath@cuhk.edu.hk

■■包素菊黄斑病變治療及研究中心

 ' 3943 5855 6	2715 9490

*	deptovs@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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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膚研究中心

 ' 2632 1406	 6	2637 6274

■■自殺研究單位

 ' 2607 6025 6	2667 1255

*	psychiatry@cuhk.edu.hk

■■CCOUC災害與人道救援研究所

 ' 2252 8850 6	2647 6547

*	ccouc@cuhk.edu.hk 8	http://ccouc.org

■■何善衡心腦血管病中心

 ' 2632 3877 6	2637 3852

*	roxannaliu@cuhk.edu.hk 8	www.mect.cuhk.edu.hk/shhocvsd/

■■何善衡老年學及老年病學研究中心

 ' 2145 8770 6	2637 9215

*	jeanwoowong@cuhk.edu.hk 8	www.cuhk.edu.hk/med/shhcgg

■■何善衡泌尿中心

 ' 2632 2625

■■何善衡脊柱側彎研究實驗室

 ' 2632 3937 6	2637 7889

*	scoliosis@ort.cuhk.edu.hk

■■何善衡睡眠窒息治療中心

 ' 2632 3532 6	2637 1670

■■何鴻燊防治傳染病研究中心

 ' 2252 8812 6	2635 4977

*	CEID@med.cuhk.edu.hk 8	http://ceid.med.cuhk.edu.hk

■■利榮傑高等眼科培訓及教育中心

 ' 3943 5855 6	2715 9490

*	deptovs@cuhk.edu.hk

■■肝臟護理中心

 ' 2632 1298 6	2647 2337

*	livercenter@cuhk.edu.hk 8	www.livercenter.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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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打素護理實務研究中心

 ' 2244 3270 6	2347 0980

*	nnpru@cuhk.edu.hk

 8 www.cuhk.edu.hk/med/nur/nnpru/index.html

■■周大福鄭裕彤外科幹細胞研究中心

 ' 2632 2789 6	2635 3487

*	surgery@surgery.cuhk.edu.hk

■■林百欣遺傳眼疾研究中心

 ' 3943 5855 6	2715 9490

*	deptovs@cuhk.edu.hk

■■食物及藥品安全研究中心

 ' 2632 3907 6	2646 8756

*	cfds@cuhk.edu.hk 8	www.med.cuhk.edu.hk/cfds

■■香港中文大學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研究所（深圳）

 ' 2252 8701 6	2145 8517

*	chris@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學余宇康余雷覺雲腹膜透析研究中心

 ' 2632 3528 *	renal@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學─威爾斯親王醫院國際糖尿病聯盟教育中心

 ' 2632 3149/2876 6	2632 4595

*	ccf193chow@cuhk.edu.hk; jchan@cuhk.edu.hk

 8 www.idfce-hk.org

■■香港中文大學—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護理領導發展中心

 ' 3943 5592 6	2603 5935

*	adelalai@cuhk.edu.hk 8	www.nur.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學腦腫瘤中心

 ' 2632 1316	 6	2637 7974

*	braintumourcentre@surgery.cuhk.edu.hk

 8 www.surgery.cuhk.edu.hk/b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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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全球衞生中心

 ' 2252 8428 6	2145 7489

*	halehlho@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社區基層醫療計劃

 ' 2252 8757 6	2606 3791

*	judyhui@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骨質疏鬆預防及治療中心

 ' 2252 8833 6	2649 2447

*	info@jococ.org 8	www.jococ.org

■■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微創醫療技術培訓中心

 ' 2632 1497 6	2632 4708

*	info@hkmisc.org.hk 8	www.hkmisc.org.hk

■■香港賽馬會運動醫學及健康科學中心

 ' 2632 2798	 6	2646 3020

 8 www.jc-sports.org.hk

■■骨骼健康及評定中心

 ' 2632 3313 6	2632 4618

*	bmd@ort.cuhk.edu.hk 8	www.ort.cuhk.edu.hk

■■骨關節肌肉研究實驗室

 ' 2632 3071 6	2637 7889

*	lingqin@cuhk.edu.hk

■■健康行為研究中心

 ' 2252 8728 6	2645 3098

*	chbr@cuhk.edu.hk

■■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

 ' 2693 3708 6	2694 0004

*	chep@cuhk.edu.hk 8	www.cuhk.edu.hk/med/hep/

■■婦女健康促進及研究中心

 ' 2609 5100 6	2609 5600

*	crpwh@cuhk.edu.hk 8	www.cuhk.edu.hk/crp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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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微創治療基金臨床科學中心

 ' 2632 2285 6	2636 0012

*	radiology@med.cuhk.edu.hk 8	www.diir.cuhk.edu.hk

■■黃梓林—興德外科手術成效研究中心

 ' 2632 3952 6	2635 3487

*	surgery@surgery.cuhk.edu.hk

■■微生物基因組及蛋白組中心

 ' 3943 6381 6	2603 5123

*	kwtsui@cuhk.edu.hk

■■傳染病研究組
 ' 2637 2351

■■腦神經病實驗室

 ' 2632 1136 6	2637 6274

*	hkng@cuhk.edu.hk

■■精神科睡眠疾患中心暨睡眠檢查室

 ' 2636 7662 6	2609 5550

*	ykwing@cuhk.edu.hk

■■輔助生育技術中心
 ' 2632 1455 * ivfhk@med.cuhk.edu.hk

 8 www.ivfhk.com

■■遠程醫學中心

 ' 2145 5215/5232 6	2647 2763; 2635 2521

*	telemed@med.cuhk.edu.hk 8	http://tele.med.cuhk.edu.hk

■■鄭孫文淑肝炎研究中心

 ' 2632 2233 6	2646 8915

 8 www.idd.med.cuhk.edu.hk

■■營養研究中心
 ' 2252 8831（威爾斯親王醫院）; 3178 9211（中環）

 6 2252 8835（威爾斯親王醫院）; 3178 9214（中環）

*	healthy_life@cuhk.edu.hk 8 www.sphpc.cuhk.edu.hk/c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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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形外科及創傷學進修培訓中心

 ' 2632 3483 6	2647 7432

*	olc@ort.cuhk.edu.hk 8	www.olc-cuhk.org

■■聯校運動醫學及康復中心

 ' 2632 2798	 6	2646 3020

■■臨床試驗中心

 ' 2252 8865 6	2646 7297

*	cct@cuhk.edu.hk 8	www.cct.cuhk.edu.hk

■■職業及環境健康教研中心

 ' 2252 8770 6	2606 3500

*	coehs@cuhk.edu.hk; gloriaho@cuhk.edu.hk

■■醫藥經濟研究中心

 ' 3943 6860 6	2603 5295

*	pharmacy@cuhk.edu.hk 8	www.pharmacy.cuhk.edu.hk

■■癡呆症研究中心

 ' 2607 6027 6	2667 1255

*	psychiatry@cuhk.edu.hk

■■藥物及毒藥諮詢中心暨威爾斯親王醫院中毒治療中心

 ' 2632 6209 6	2632 4715

*	dpib@med.cuhk.edu.hk 8	http://dpib.med.cuhk.edu.hk

理學院

■■工業生態及斜坡生態技術研究單位

 ' 3943 6378 6	2603 7246

*	bio@cuhk.edu.hk

■■李福善海洋科學研究中心

 ' 3943 6773 6	2603 5391

*	bio@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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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相干中心

 ' 3943 6339 6	2603 5204

*	physics@cuhk.edu.hk 8	www.phy.cuhk.edu.hk

■■科學模型與計算中心

 ' 3943 6343/6344 6	2603 5057

*	chemistry@cuhk.edu.hk

■■食品研究中心

 ' 3943 1124 6	3943 1146

*	foodrc@cuhk.edu.hk 8	www.cuhk.edu.hk/lifesciences/foodrc/

■■細胞及發育生物學研究中心

 ' 3943 6353 6	2603 5646

 8 www.cuhk.edu.hk/centre/ccdb/

■■教資會卓越學科領域植物及農業生物科技中心

 ' 3943 8133 6	2603 6382

*	aoe-biotech@cuhk.edu.hk 8	www.cuhk.edu.hk/bio/aoe/index.html

■■基礎物理聯合研究中心

 ' 3943 6364 6	2603 5204

*	mcchu@phy.cuhk.edu.hk

■■統計諮詢服務部

 ' 3943 7931 6	2603 5188

*	consult@sta.cuhk.edu.hk

 8 www.sta.cuhk.edu.hk/dept/scsu/consulting.htm

■■蛋白質科學與晶體研究中心

 ' 3943 4066	 6	2603 7246

*	biochemistry@cuhk.edu.hk 8	www.bch.cuhk.edu.hk/cpx

■■新穎功能分子研究中心

 ' 3943 6343 6	2603 5057

*	cnfm@cuhk.edu.hk

 8 www.chem.cuhk.edu.hk/CNFM/CNFM.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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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g Kong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Archive  
 (HK ArchArchive)

 ' 3943 6551 6	3942 0982

*	architecture@cuhk.edu.hk

■■中華傳媒與比較傳播研究中心

 ' 3943 7680 6	2603 5007

*	com@cuhk.edu.hk 8	www.com.cuhk.edu.hk/

■■社會福利實踐及研究中心

 ' 3943 7507 6	2603 5018

*	socialwork@cuhk.edu.hk 8	www.cuhk.edu.hk/swk/

■■珠三角社會研究中心

 ' 3943 6628 6	2603 5213

*	prdsrc@cuhk.edu.hk 8	www.cuhk.edu.hk/soc/prdsrc

■■珠三角實驗室

 ' 3943 6551 6	3942 0982

*	architecture@cuhk.edu.hk

■■建築文化遺產研究中心

 ' 2994 3282 6	2994 4361

*	henrylo@cuhk.edu.hk

 8 www.arch.cuhk.edu.hk/index-cah.html

■■建築教育研究發展中心

 ' 3943 6551 6	3942 0982

*	architecture@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學—南開大學社會政策聯合研究中心

 ' 3943 7507 6	2603 5018

*	socialwork@cuhk.edu.hk 8	http://web.swk.cuhk.edu.hk

■■發展心理學中心

 ' 3943 4379	 6	2603 5019

*	develop@psy.cuhk.edu.hk

 8 www.psy.cuhk.edu.hk/index.php/zh-TW/research-menu-chi/ 
 research-centres-menu-chi



	 150	 第四部	•	研究單位

第
四
部

■■評估培訓中心

 ' 2994 3551 6	2994 3745

*	atc-cuhk@cuhk.edu.hk 8	www.atc.cuhk.edu.hk

■■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

 ' 3943 7045 6	2603 5007

 8 www.com.cuhk.edu.hk/cuccr/

■■認知與腦研究中心

 ' 3943 6578 6	2603 5019

*	ccbs@psy.cuhk.edu.hk

 8 www.psy.cuhk.edu.hk/index.php/zh-TW/research-menu-chi/ 
 research-centres-menu-chi

■■禪武醫心智健康研究中心

 ' 3943 4166	 6	3943 4385

*	inrc@psy.cuhk.edu.hk

 8 www.psy.cuhk.edu.hk/index.php/zh-TW/research-menu-chi/ 
 research-centres-menu-chi

■■環境政策與資源管理研究中心

 ' 3943 6643 6	2603 5174

*	ceprm@cuhk.edu.hk 8	http://ceprm.grm.cuhk.edu.hk

■■臨床及健康心理學中心

 ' 3943 1073 6	2603 5019

*	chpc@psy.cuhk.edu.hk 8	www.psy.cuhk.edu.hk/ch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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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因應學科發展之需，與海內外學術機構及院校合建了多個聯合研究單
位，以結集專才和資源，推進不同學科領域的研究，茲按筆劃序列如下：

■■人文價值研究中心
 ' 3943 7013 6 2603 5270

*	simon.haines@cuhk.edu.hk

■■上皮細胞生物學研究中心
 ' 3943 1105/6797 6 2603 7155

*	ecbrc@cuhk.edu.hk 8 www.cuhk.edu.hk/ecbrc/

■■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香港中文大學上海合作中心
 ' (86) 1390 195 5720 * whong@sioc.ac.cn

■■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與香港中文大學促進中藥全球化■
聯合實驗室

 ' 3943 6824 6 2603 5123

*	linge@cuhk.edu.hk

■■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學生物資源與疾病
分子機理聯合實驗室

 ' 3943 1383 6 2603 7902

*	chanwy@cuhk.edu.hk

■■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學藥用植物化學與■
植物資源聯合實驗室

 ' 3943 4370 6 2603 5248

*	icm@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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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學工程聯合研究中心
 ' 3943 8285 6 2603 5558

*	jcbme@ee.cuhk.edu.hk 8 www.ee.cuhk.edu.hk/~jcbme/

■■光機電設計與工程聯合研究中心
 ' 3943 8061 6 2603 6002

*	jrcode@cuhk.edu.hk

■■地球信息科學聯合實驗室
 ' 3943 6538 6 2603 7470

*	jlgis@cuhk.edu.hk 8 www.iseis.cuhk.edu.hk/jlgis/

■■汕頭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汕頭國際眼科中心
 ' 3943 5816 6 2715 9490

*	jojopoon@cuhk.edu.hk 8 www.jsiec.org

■■自動化科學與工程聯合研究中心
 ' 3943 8473 6 2603 6002

*	jrcase@cuhk.edu.hk 8 www.cuhk.edu.hk/centre/jrcase

■■香港中文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企業互聯網運作聯合研究項目
 ' 3943 8215/8313 6 2603 5505

*	dept@se.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學利群計算及界面科技教育部—微軟重點實驗室
 ' 3943 8304 6 2603 5505

*	ms-cu-jl@se.cuhk.edu.hk 8 www.cuhk.edu.hk/ms-cu-jl/

■■香港中文大學─南開大學社會政策聯合研究中心
 ' 3943 7507 6 2603 5018

*	socialwork@cuhk.edu.hk 8 http://web.swk.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學─華大基因跨組學創新研究院
 ' 3943 1212 6 2603 5123

*	cbiit@cuhk.edu.hk 8 www.cuhk.edu.hk/cbi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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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國家中藥現代化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中藥標準化和研發聯合實驗室

 ' 3943 4370 6 2603 5248

*	icm@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學與南京大學脊柱側彎聯合研究中心
 ' 2632 3937 6 2637 7889

*	scoliosis@ort.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學與浙江大學天然藥物與毒理學研究聯合實驗室
 ' 3943 6873 6 2603 7732

*	kpfung@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學與浙江大學先進光子學聯合研究實驗室
 ' 3943 8259 6 2603 5558

*	ktchan@ee.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學與浙江大學肝病及消化病聯合研究中心
 ' 2637 3201 6 2646 8915

*	idd@med.cuhk.edu.hk 8 www.idd.med.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學與暨南大學再生醫學聯合實驗室
 ' 3943 6785

■■草藥研究中心
 ' 3943 4370 6 2603 5248

*	icm@cuhk.edu.hk 8 www.cuhk.edu.hk/icm/

■■清華大學深圳研究生院─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媒體科學、■
技術與系統聯合研究中心（深圳）

 ' 3943 8327（香港）;  (86) 755 2603 6870（深圳）

 6 2603 5505（香港）;  (86) 755 2603 6443（深圳）

*	hmmeng@se.cuhk.edu.hk 8 http://mjrc.sz.tsinghua.edu.cn

■■清華大學─麻省理工學院─香港中文大學■
理論計算機科學研究中心

 ' 3943 1257 6 2603 6809

*	vhong@cuhk.edu.hk 8 www.ctcs.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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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工程聯合研究中心
 ' 3943 8267 6 2603 5558

*	tanlee@ee.cuhk.edu.hk 8 http://dsp.ee.cuhk.edu.hk/jcie/

■■智能感知系統聯合研究中心
 ' 3943 8056 6 2603 6002

*	yhliu@mae.cuhk.edu.hk

■■腦研究中心
 ' 3943 6899 6 2603 5123

*	david-yew@cuhk.edu.hk

■■滬港化學合成聯合實驗室
 ' (86) 21 5492 5365（上海） 6 (86) 21 5492 5383（上海）

*	hncwong@cuhk.edu.hk; hncwong@sioc.ac.cn

■■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
 ' 3943 6762 6 2603 5215

*	shkdi@cuhk.edu.hk 8 www.cuhk.edu.hk/shkdi/

■■聯合傳統醫學分子實驗室
 ' 3943 4370 6 2603 5248

*	icm@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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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管理層

■■校長辦公室
校長：沈祖堯教授

 
 3943 7344 6 2603 6197
 vcoffice@uab.cuhk.edu.hk

■■常務副校長室
常務副校長：華雲生教授

 
 3943 7446 6 2603 6022
 info.prvo@cuhk.edu.hk	 8www.provost.cuhk.edu.hk

大學規劃處
院校研究主任：張明遠博士

 
 3943 1855 6	3942 0955
 planning@cuhk.edu.hk	 8www.cuhk.edu.hk/u-planning-office

■■副校長室

副校長：程伯中教授
 
 3943 8687 6 2603 5697

副校長：許敬文教授
 
 3943 7041 6 2603 5249

副校長：侯傑泰教授
 
 3943 8210 6 3943 3700

副校長：霍泰輝教授
 
 3943 8633 6 3943 1003

副校長：張妙清教授
 
 3943 8697 6 2603 5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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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理副校長室

協理副校長：馮通教授
 
 3943 6002 6	2603 6975

協理副校長：吳基培教授
 
 3943 8653 6	2603 6671

協理副校長：張偉雄教授
 
 3943 3786 6	3942 1006

書院

■■崇基學院
院長：梁元生教授
院務主任：張美珍博士

 
 3943	6451/6441	 6	2603 5440
 ccc@cuhk.edu.hk	 8www.cuhk.edu.hk/ccc

■■新亞書院
院長：信廣來教授
院務主任：簡蘇寶儀女士

 
 3943 7609 6	2603 5418
 nac@cuhk.edu.hk	 8www.cuhk.edu.hk/na

■■聯合書院
院長：余濟美教授
院務主任：李雷寶玲女士

 
 3943 7584 6	2603 5412
 unitedcollege@cuhk.edu.hk	 8www.uc.cuhk.edu.hk

■■逸夫書院
院長：陳志輝教授
院務主任：林巧香女士

 
 3943 7363 6 2603 5427
 shaw-college@cuhk.edu.hk	 8www.cuhk.edu.hk/sh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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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書院
院長：莫理斯教授（Prof. Sir James Mirrlees）
院務主任：戴佩華女士

 
 3943 1406 6	2603 6159
 morningside@cuhk.edu.hk	 8www.cuhk.edu.hk/morningside

■■善衡書院
院長：辛世文教授
院務主任：劉貽琦先生

 
 3943 1441 6	2603 5441
 shho-college@cuhk.edu.hk	 8www.cuhk.edu.hk/shho

■■敬文書院
院長：楊綱凱教授
院務主任：李美華女士

 
 3943	1801/1964	 6	3943 1802
 info.cwchu@cuhk.edu.hk	 8www.cuhk.edu.hk/cwchu

■■伍宜孫書院
院長：李沛良教授
院務主任：李珮珊女士

 
 3943 1741 6	2603 7384
 info.wys@cuhk.edu.hk	 8www.cuhk.edu.hk/wys

■■和聲書院
院長：劉允怡教授
院務主任：羅霍玉卿女士

 
 3943 1504 6	2603 5849
 wscollege@cuhk.edu.hk	 8www.cuhk.edu.hk/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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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交流處
處長：范瑞欣女士

 
 3943	7597/8722	 6	2603	5045/5402
 oal@cuhk.edu.hk	 8www.oal.cuhk.edu.hk

■■學術交流處（國內事務）
處長：黄咏女士

 
 3943	8725/8727	 6	2603 5266
 oalc@cuhk.edu.hk	 8www.cuhk.edu.hk/oalc

■■入學及學生資助處
處長：周陳文琬女士

 
 3943 8947 6 2603 5184

入學組
 
 3943	8947/8951	 6	2603 5184
 ugadm@cuhk.edu.hk	 8www.cuhk.edu.hk/adm/

獎學金及資助組
 
 3943	7209/7205	 6	2603 7491
 sfas@cuhk.edu.hk	 8www.cuhk.edu.hk/adm/sfas

■■校友事務處
處長：區月晶女士

 
 3943 8671 6	2603 6226
 alumni@cuhk.edu.hk	 8www.alumni.cuhk.edu.hk

■■藝術行政主任辦公室／邵逸夫堂
經理：鍾小梅女士

 
 3943 7850 6	2603 5141
 srrsh@cuhk.edu.hk	 8www.srrsh.cuhk.edu.hk

■■視聽服務組
視聽教材技術組長：戚建仁先生

 
 3943 6061  6	2603 5301
 avsu@cuhk.edu.hk	 8www.avsu.cuhk.edu.hk



	 行政、服務部門及教職員組織	 161

第
五
部

■■財務處
財務長：陳林月萍女士

 
 3943 7227 6	2603 5074
 bursary@uab.cuhk.edu.hk	 8www.cuhk.edu.hk/bursary

■■校園發展處
處長：馮少文先生

 
 3943 6181 6	2603 5415
 cdo@cuhk.edu.hk	 8www.cuhk.edu.hk/cdo/

■■校園規劃及可持續發展處
處長：何婉兒女士

 
 3943 3927 6	2603 7348
 cpso@cuhk.edu.hk	 8www.cuhk.edu.hk/cpso/

■■大學出版社
社長：甘琦女士

 
 3943 9800 6	2603 7355
 cup@cuhk.edu.hk	 8www.chineseupress.com

■■傳訊及公共關係處
處長：徐綺薇女士

 
 3943 8899 6	2603	5115/5828
 cpr@cuhk.edu.hk	 8www.cpr.cuhk.edu.hk

■■物業管理處
處長：譚必成先生

 
 3943 6172 6	3943 4488
 emo@cuhk.edu.hk	 8www.cuhk.edu.hk/emo

■■研究院
院長：黄永成教授
高級主任：李麗霞女士

 
 3943	8976/8977	 6	2603 5779
 gradschool@cuhk.edu.hk	 8www2.cuhk.edu.hk/g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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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處
處長：曹永強先生

 
 3943	8584/8681	 6	2603 6864
 iso@cuhk.edu.hk	 8www.iso.cuhk.edu.hk

■■資訊科技服務處
處長：梁光漢先生

 
 3943 8801 6	2603 5001

 8 www.cuhk.edu.hk/itsc/

■■拓展及籌募處
處長：周瑤慧女士

 
 3943 8648 6	3942 0976
 oia@cuhk.edu.hk	 8www.cuhk.edu.hk/oia

■■內部審核處■
處長：（待委任）

 
 3943 8796 	internalaudit@cuhk.edu.hk

■■知識轉移處
處長：譚小蘭女士

 
 3943 1578 6	3942 0993
 kto@cuhk.edu.hk	 8www.cuhk.edu.hk/kto

■■人事處
處長：利順琼女士

 
 3943	7179/7335	 6	3943 1462
 personnel-1@cuhk.edu.hk;	personnel-2@cuhk.edu.hk

 8 www.per.cuhk.edu.hk

■■教務處

教務長室
教務長及秘書長：吳樹培先生

 
 3943 7256 6	2603 5121

學務及素質組
 
 3943	8992/8956	 6	2603 6409
 aqs@cuhk.edu.hk	 8www.cuhk.edu.hk/a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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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及考試組
 
 3943 8964 6	2603 5129
 ugadmin@cuhk.edu.hk	 8www.cuhk.edu.hk/rgs/

■■大學秘書處
教務長及秘書長：吳樹培先生

 
 3943 7256 6	2603 5503
 secretary@cuhk.edu.hk	 

■■研究事務處
處長：林鳳兒女士

 
 3943 1879 6	2603 7414
 rao_contact@cuhk.edu.hk	 8www.cuhk.edu.hk/rao

■■保安及交通事務處
處長：黄柏年先生

保安處
 
 3943 7999  6	2603 5095
 security_unit@cuhk.edu.hk	 8www.cuhk.edu.hk/security_unit

交通處
 
 3943	7990/7992	 6	2603 5499
 transport_unit@cuhk.edu.hk	

 8 www.cuhk.edu.hk/transport_unit/indexc.htm

■■深圳發展處
處長：莫詠儀女士

 
 3943 4768  6	3942 0983
 info.szdo@cuhk.edu.hk	 8www.szdo.cuhk.edu.hk

■■特別項目辦公室
主任：顏文慧女士

 
 3943 8863  6	2603 5451



	 164	 第五部	•	行政、服務部門及教職員組織

第
五
部

■■學生事務處
處長：梁汝照先生

 
 3943 7212 6	2603 5894
 rleung@cuhk.edu.hk	 8www.cuhk.edu.hk/osa

就業策劃及發展中心
 
 3943 7202 6	2603 5933
 cpdc@cuhk.edu.hk	 8http://cpdc.osa.cuhk.edu.hk

來港生組
 
 3943 7945  6	2603 7705
 isso@cuhk.edu.hk	 8www.cuhk.edu.hk/osa/iss

學生活動組
 
 3943 7323 6	2603 7705
 sacs@cuhk.edu.hk	 8www.cuhk.edu.hk/osa/sacs

學生設施組
 
 3943 3733 6	2603 7941
 sams@cuhk.edu.hk	 8www.cuhk.edu.hk/osa/stu_ame.htm

學生輔導及發展組
 
 3943 7208 6	2603 7388
 scds@cuhk.edu.hk	 8www.cuhk.edu.hk/osa/scds

■■大學輔導長辦公室
大學輔導長：吳基培教授

 
 3943 7200 6	2603 5894

■■大學保健處
處長：陸偉昌醫生

 
 3943 6416  6	2603 5598
 uhs@cuhk.edu.hk	 8www.cuhk.edu.hk/uhs

■■大學圖書館系統
圖書館館長：李露絲女士（Ms. Louise Jones）

 
 3943	7301/7302	 6	2603 6952
 library@cuhk.edu.hk	 8www.lib.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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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安全事務處
處長：林樹佳先生

 
 3943 7958  6	2603 6862
 uls@cuhk.edu.hk	 8www.cuhk.edu.hk/useo/

教職員組織

■■香港中文大學教師協會
 
 3943 8997 6	2603 6363
 cuta@cuhk.edu.hk	 8www.cuhk.edu.hk/cuta/

■■香港中文大學職員協會
 
 2603 6600 6	2603 6363
 staff-association@cuhk.edu.hk	 8www.cuhk.edu.hk/cusa

■■香港中文大學員工總會
 
 8117 4594 	cuegu@cuhk.edu.hk

 8 www.cuhk.edu.hk/cue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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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費及雜費
（二零一三至二零一四年度）

各項課程費用
■■本科課程

學費
（每年）	 港元
全日制本地本科生............................................................................. . 42,100
全日制非本地本科生
於二零零五/零六年至二零零九/一零年入學............................... . 80,000
於二零一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二/一三年入學................................ . 100,000
於二零一三/一四年及其後入學.................................................... . 120,000

雙學位課程
本地本科生
（首個學位）............................................................................ . 42,100
（第二個學位）
於二零零五/零六年至二零零九/一零年入學................... . 80,000
於二零一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二/一三年入學..................... . 100,000
於二零一三/一四年及其後入學......................................... . 120,000

非本地本科生
（首個學位）
於二零零五/零六年至二零零九/一零年入學................... . 80,000
於二零一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二/一三年入學..................... . 100,000
於二零一三/一四年及其後入學......................................... . 120,000

（第二個學位）
於二零零五/零六年至二零零九/一零年入學................... . 80,000
於二零一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二/一三年入學..................... . 100,000
於二零一三/一四年及其後入學......................................... .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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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特別生
全日制............................................................................................ . 42,100
兼讀制（每學期每學分計）.......................................................... . 1,400

非本地特別生
全日制............................................................................................ . 120,000
兼讀制（每學期每學分計）.......................................................... . 3,900

在最低修業年期後之學生
全日制課程.
（每學期每學分計）...................... .（費用以所修學分數目之成本計算）

兼讀制課程.
（每學期每學分計）......................（費用以所修學分數目之成本計算）	

申請入學費用
全日制學生
（以表格申請）............................................................................. . 400
（從網上申請）............................................................................. . 300

特別生................................................................................................ . 400

其他費用
留位費（每學期）
全日制課程（兩個學期）............................................................... . 300
兼讀制課程（三個學期）.............................................................. . 200

保證金1.............................................................................................. . 450
畢業費1............................................................................................... . 450
學歷證明書/學業成績表（每張）..................................................... . 40
學位證書/文憑副本加簽證明費（每張）......................................... . 40
畢業證明書（每張）.......................................................................... . 50
查列科目簡介費（每次申請之首份）................................................ . 120
其後每份........................................................................................ . 30

過期繳費罰款.................................................................................... . 200
補領「中大通」學生證（每張）......................................................... . 130
申請豁免科目及學分費..................................................................... . 160
恢復學籍費........................................................................................ . 430
資訊科技能力測試逾期考試費（每學期）....................................... . 500
補發畢業證書費（每張）.................................................................. . 800

1. 學生於首次註冊時繳交的保證金，在扣除欠款後的餘額將於學生被飭令退學或自動退學時
發還。學生如於畢業時並無欠款，其保證金將轉為畢業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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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課程

學費
（每年）	 港元
入讀受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全日制研究式及修課式課程
本地生............................................................................................ . 42,100
非本地生（研究式課程）.............................................................. . 42,100
非本地生（修課式課程）
於二零零五/零六年至二零零九/一零年入學.......................... . 80,000
於二零一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二/一三年入學........................... . 100,000
於二零一三/一四年及其後入學............................................... . 120,000

全日制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程
本地生............................................................................................ . 42,100
非本地生
於二零零五/零六年至二零零九/一零年入學.......................... . 80,000
於二零一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二/一三年入學........................... . 100,000
於二零一三/一四年及其後入學............................................... . 120,000

兼讀制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程
本地生............................................................................................ . 21,050
非本地生
於二零零五/零六年至二零零九/一零年入學.......................... . 40,000
於二零一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二/一三年入學........................... . 50,000
於二零一三/一四年及其後入學............................................... . 60,000

兼讀制研究式課程
於二零零九/一零年及其後入學
音樂博士/哲學博士課程.......................................................... . 57,000
哲學碩士課程........................................................................... . 50,920
音樂碩士課程........................................................................... . 38,000

（全期課程）
教育博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261,000

護理博士課程
兼讀制............................................................................................ . 272,000
心理學博士（臨牀心理學）課程
兼讀制............................................................................................ . 180,000
高級財會人員專業會計學碩士課程〔上海〕
兼讀制.................................................................................. .人民幣190,000
會計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 . 180,000
兼讀制............................................................................................ . 1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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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 . 240,000
神道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 . 126,300
教育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96,000
家庭醫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120,000
公共衞生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144,000
社會工作碩士課程
兼讀制............................................................................................ . 100,000
人類學文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80,000
中國語言及文學文學碩士課程
兼讀制............................................................................................ . 82,800
中國語文教育文學碩士課程
兼讀制............................................................................................ . 80,000
漢語語言學及語言獲得文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89,100
中國研究文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 . 90,000
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76,000
比較及公眾史學文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76,000
電腦輔助翻譯文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90,000
文化管理文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80,000
通識教育科課程發展與教學文學碩士課程
兼讀制............................................................................................ . 90,000
幼兒教育文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89,000
英文（應用英語語言學）文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90,000
英文（文學研究）文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79,200
英語教學文學碩士課程
兼讀制............................................................................................ . 95,000
家庭輔導及家庭教育文學碩士課程
兼讀制............................................................................................ .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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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文學碩士課程
兼讀制............................................................................................ . 120,000
性別研究文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80,000
全球傳播文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 . 99,000
文化研究文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80,000
日本研究文學碩士課程
兼讀制............................................................................................ . 76,000
新聞學文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99,000
語言學文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79,200
音樂文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90,000
家長教育文學碩士課程
兼讀制............................................................................................ . 84,000
哲學文學碩士課程
兼讀制............................................................................................ . 76,000
心理學文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 . 94,500
兼讀制............................................................................................ . 105,300

心理諮詢與治療文學碩士課程〔北京〕
兼讀制.................................................................................. . 人民幣50,000
普通話教育文學碩士課程
兼讀制............................................................................................ . 84,000

宗教研究文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76,000
學校諮商與輔導文學碩士課程
兼讀制............................................................................................ . 90,000
學校改善及領導文學碩士課程
兼讀制............................................................................................ . 88,000
社會政策文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 . 100,000
社會服務管理文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100,000
社會學文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85,000
體育學文學碩士課程
兼讀制............................................................................................ . 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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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活動教育文學碩士課程
兼讀制............................................................................................ . 84,000
國際漢語教育文學碩士課程
兼讀制............................................................................................ . 90,000
神學研究文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76,000
翻譯文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90,000
價值教育文學碩士課程
兼讀制............................................................................................ . 84,000
視覺文化研究文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80,000
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
兼讀制............................................................................................ . 465,760
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
兼讀制............................................................................................ . 512,336
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普通話）
兼讀制............................................................................................ . 465,760
工商管理碩士課程
全日制............................................................................................ . 459,000
工商管理碩士課程（晚間制及週末制）
兼讀制............................................................................................ . 297,600
金融財務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北京〕
兼讀制.................................................................................. .人民幣268,000

金融財務工商管理碩士課程〔深圳〕
兼讀制.................................................................................. .人民幣268,000
工商管理碩士課程（醫療）
全日制............................................................................................ . 442,000
兼讀制............................................................................................ . 303,800

環球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
兼讀制............................................................................................ . 463,200
中醫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 . 408,544
臨牀藥劑學碩士課程
兼讀制............................................................................................ . 96,000
中國商業法法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100,800
普通法法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100,800
國際經濟法法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100,800
護理碩士課程
兼讀制............................................................................................ . 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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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科學碩士（註冊前）課程
全日制............................................................................................ . 285,000
高級管理人員物流和供應鏈管理理學碩士課程〔深圳〕
兼讀制.................................................................................. .人民幣138,000
認證化學理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120,000

針灸學理學碩士課程
兼讀制............................................................................................ . 114,012
高級急診護理實踐理學碩士課程
兼讀制............................................................................................ . 140,000
高級環境規劃技術理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115,000
文物建築保育與設計理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110,000
生物化學及生物醫學理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84,000
生物醫學工程科學理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二至四年）.......................................................... . 95,000
心臟科理學碩士課程（精要心臟科組別）
兼讀制............................................................................................ . 80,000
心臟科理學碩士課程（進階心臟科組別）
兼讀制............................................................................................ . 112,000
中醫學理學碩士課程
兼讀制............................................................................................ . 114,012
臨牀老人學理學碩士課程
兼讀制............................................................................................ . 104,000
計算機科學理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98,000
數據科學及商業統計理學碩士課程
兼讀制............................................................................................ . 80,000
地球系統科學理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 . 88,700
兼讀制............................................................................................ . 89,000

電子商貿與物流技術學理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128,000
經濟學理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 . 128,000

電子工程學理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99,600
內分泌及糖尿治理理學碩士
兼讀制............................................................................................ . 105,600
流行病學與生物統計學理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1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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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科學理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85,000
財務學理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 . 180,000
兼讀制............................................................................................ . 220,000

消化疾病理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98,000
基因組學及生物信息學理學碩士課程
兼讀制............................................................................................ . 76,000
地理信息科學理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 . 89,000
兼讀制............................................................................................ . 93,000

老年骨科綜合護理理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102,000
健康教育理學碩士課程
兼讀制............................................................................................ . 144,000
醫療管理學理學碩士課程
兼讀制............................................................................................ . 132,000
資訊與科技管理理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 . 150,000
兼讀制............................................................................................ . 125,000

信息工程學理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98,400
市場學理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 . 150,000
兼讀制............................................................................................ . 138,000

數學理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76,000
數學教育理學碩士課程
兼讀制............................................................................................ . 80,000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理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95,000
醫務化驗科學理學碩士課程
兼讀制............................................................................................ . 96,000
骨關節醫學及復康理學碩士課程
兼讀制............................................................................................ . 104,000
精神健康理學碩士課程
兼讀制............................................................................................ . 100,000
神經科學理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88,000
新媒體理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9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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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營養與科技理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84,000
眼科及視覺科學理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98,000
微創手術臨床護理理學碩士課程
兼讀制............................................................................................ . 80,000
藥物製造及品質學理學碩士課程
兼讀制............................................................................................ . 110,000
物理理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76,800
院前及急救護理理學碩士課程
兼讀制............................................................................................ . 140,000
風險管理科學理學碩士課程
兼讀制............................................................................................ . 100,000
運動醫學及健康科學理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108,000
中風及臨床神經科學理學碩士課程
兼讀制............................................................................................ . 84,000
可持續與環境設計理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 . 110,000
兼讀制............................................................................................ . 120,000

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理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128,000
都市設計理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115,000
廣告社會科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99,000
企業傳播社會科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99,000
通識教育社會科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100,000
全球政治經濟社會科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120,000
大中華地區的政府與政治社會科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85,000
公共政策社會科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109,992
社會工作社會科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 . 170,000
兼讀制............................................................................................ . 170,001



	 178	 第六部	•	學費及獎助學金

第
六
部

可持續旅遊社會科學碩士課程
全日制............................................................................................ . 86,000
兼讀制............................................................................................ . 90,000

法律博士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302,400
法律博士/工商管理碩士雙學位課程
全日制............................................................................................ . 609,000
兼讀制............................................................................................ . 475,200

法學專業證書課程
全日制............................................................................................ . 138,600
高級急診護理實踐學士後文憑課程
兼讀制............................................................................................ . 72,000
臨牀老人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兼讀制............................................................................................ . 52,800
寧養關顧學士後文憑課程
兼讀制............................................................................................ . 48,000
流行病學與生物統計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兼讀制............................................................................................ . 72,000
體育運動科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兼讀制............................................................................................ . 48,000
基因組學及生物信息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兼讀制............................................................................................ . 47,500
老年骨科綜合護理學士後文憑課程
兼讀制............................................................................................ . 51,000
環球金融學士後文憑課程
兼讀制............................................................................................ . 88,000
醫療管理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兼讀制............................................................................................ . 64,000
健康教育學士後文憑課程
兼讀制............................................................................................ . 72,000
精神健康學士後文憑課程
兼讀制............................................................................................ . 50,000
骨關節醫學及復康學士後文憑課程
兼讀制............................................................................................ . 52,000
院前及急救護理學士後文憑課程
兼讀制............................................................................................ . 70,000
專業會計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兼讀制............................................................................................ . 68,000
公共衞生學士後文憑課程
全日制/兼讀制............................................................................... . 64,000
運動醫學及健康科學學士後文憑課程
兼讀制............................................................................................ . 5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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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健康學士後文憑課程
兼讀制............................................................................................ . 60,000
特別生（每年）2

延續生（每學期）2

申請入學費用3...................................................................................... . 180

其他費用
留位費（每學期）
三個學期之課程............................................................................. . 200
四個學期之課程............................................................................. . 150
其他研究院課程............................................................................ . 300

延期費4（每學期）............................. （約本年度全日制全年學費之八分一）5

保證金6.............................................................................................. . 450
畢業費6............................................................................................... . 450
學歷證明書/學業成績表（每張）..................................................... . 40
學位證書/文憑副本加簽證明費（每張）......................................... . 40
畢業證明書（每張）.......................................................................... . 50
查列科目簡介費（首份）................................................................... . 120
其後每份........................................................................................ . 30

過期繳費罰款.................................................................................... . 200
補領「中大通」學生證（每張）......................................................... . 130
申請豁免科目及學分費..................................................................... . 160
恢復學籍費........................................................................................ . 430
資訊科技能力測試逾期考試費（每學期）.
（不適用於二零一二/一三年及其後入學）................................. . 500

補發畢業證書費（每張）.................................................................. . 800
研究院課程費用
1.. 醫學博士註冊費........................................................................ . 42,100
2.. 論文/創作考試費
理學博士................................................................................... . 8,000
醫學博士................................................................................... . 4,000
其他博士課程........................................................................... . 2,200
研究式碩士課程....................................................................... . 1,500

2. 依照個別課程之收費。
3. 個別課程可經大學批准收取不同的申請入學費用。
4. 無論修讀全學期或部分學期，延期費都是以整個學期計算。
5. 如所修讀科目之編號並非以‘R’或‘T’作結，則需繳交該學期之全費。自負盈虧課程之延期
費由個別課程自行決定。

6. 學生須繳交保證金，以備償還任何積欠本大學之款項或賠償損毀公物之用。任何學生如有
欠款，將於其保證金扣除，餘額於該生被飭令退學或自動退學時發還。所有學生完成課業後
均須繳交畢業費用，其保證金將轉為該畢業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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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論文修改後重考費（於呈交修改後之論文時繳交）
博士課程................................................................................... . 1,000
研究式碩士課程....................................................................... . 750

4.. 頒授修課式課程高級學位予哲學博士課程學生之行政費...... . 8,000

■■中國語文研習所課程

學費	 港元
按培訓需要訂製的短期課程
（每節）......................................................................................... . 1,260

短期密集課程
（每節）......................................................................................... . 140
全日制課程
（每一個學分）............................................................................. . 1,540

■■亞洲課程

學費	 港元
特別生（本科生）7

每學年（兩學期.─.九月至五月）................................................. . 100,000
春季或秋季每一學期..................................................................... . 50,000

特別生（研究生）7

每學年（兩學期.─.九月至五月）................................................. . 100,000
春季或秋季每一學期..................................................................... . 50,000

申請入學費用........................................................................................ . 400

申請延長留校費.................................................................................... . 400

宿費
學生一經配予宿位，須照下列規定繳費。宿期通常由九月至五月，除研究生.
宿舍外，宿費可分兩期繳交。下列為兩期宿費總額（並不包括住宿以外之其他
費用）。

宿舍	 港元
崇基學院宿舍
標準房............................................................................................ . 10,422

7. 是項收費包括學費、普通醫藥費、簽發學歷證明書及核准中文課程之費用，但並不包括校內
宿費和相關雜費、學生會會費、新生輔導費及適用於海外留學生之文化活動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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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亞書院宿舍
標準房............................................................................................ . 10,422
聯合書院宿舍
標準房............................................................................................ . 10,422
逸夫書院宿舍
標準房............................................................................................ . 10,422
晨興書院宿舍
標準房............................................................................................ . 10,422
善衡書院宿舍
標準房............................................................................................ . 10,422
敬文書院宿舍
標準房............................................................................................ . 10,422
伍宜孫書院宿舍
標準房............................................................................................ . 10,422
和聲書院宿舍
標準房............................................................................................ . 10,422
國際生舍堂
單人房.................................................................................. . 10,422–13,548
雙人房及三人房............................................................................ . 10,422
四人房............................................................................................ . 6,950

何善衡夫人醫科生宿舍（宿期十一個月）
雙人房............................................................................................ . 12,964
疊床式雙人房................................................................................ . 11,020

賽馬會研究生宿舍一座（每月）
單人房............................................................................................ . 2,840
雙人房及三人房............................................................................ . 1,875

曙光樓—研究生宿舍二座（每月）
雙人房............................................................................................ . 1,525

博文苑—研究生宿舍三座（每月）
雙人房.................................................................................. . 1,415–1,595

研究生宿舍四至六座（每月）
單人房.................................................................................. . 2,380–2,550
雙人房.................................................................................. . 1,415–1,875

其他費用
除上列各項費用之外，個別學生之日常支出尚有膳食費、書籍費、交通費，以
及其他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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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學金及經濟援助

香港政府為協助需要經濟援助之學生完成大學學業，設有助學金及貸款，由
政府學生資助辦事處統籌辦理。

此外，大學及其成員書院不時獲社團與私人贈款，作為設立獎助學金、貸
款及工讀計劃之用。茲將現時由本校入學及學生資助處管理之獎助學金及學
生工讀計劃之分類及名稱概列如後。

全日制本科課程

■■任何學院

獎學金
友邦慈善基金獎學金
AIG Hong Kong Scholarships
The Chan Ho Family Scholarships
香港中文大學運動員獎學金計劃
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本地生獎學金
香港中文大學金禧沈祖堯教授本地生入學獎學金
香港中文大學金禧沈祖堯教授獎學金
香港中文大學金禧楊詠欣校友獎學金
中大高爾夫球日獎學金
聚龍「舒雅」精英運動員獎學金
恒生銀行社會服務獎學金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獎學金
可蘊基金本地生獎學金
Ms. Hoi Sai Chung and Mr. Hoi Yu Lei Memorial Scholarships
夏宇立紀念獎學金
香港〈大學婦女協會〉本科生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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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賽馬會獎學金
滙豐香港獎學金
江貽孫紀念獎學金
李寶椿本科生獎學金
Maurice R. Greenberg Scholarships for Local Students
明珠獅子會獎學金
Peter Curzon Oram Charitable Trust Scholarship
運動燃希望獎學金
The C I Stapleton Scholarships
杜月澧獎學金
胡壽榮獎學金
楊明標精英運動員獎學金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獎學金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殘疾學生獎學金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榮譽獎學金

優異獎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評議會傑出服務及創意學生獎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評議會學業進步獎
香港調解仲裁中心專業獎勵計劃
香港中文大學金禧沈祖堯教授環保獎
高雄先生紀念文學獎
伍絜宜先生書券獎
伍絜宜先生語文獎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殘疾學生獎

內地學生獎學金
Bei Shan Tang Foundation Scholarship
查濟民劉璧如名力集團獎學金
朱林瑤獎學金
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內地生獎學金
商業電台金禧獎學金
聚龍「舒雅」內地生獎學金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獎學金
何金梅英慈善基金獎學金
可蘊基金獎學金
香港賽馬會獎學金計劃
紀力勤先生及紀吳秀琴女士慈善基金獎學金
麗新集團獎學金
Lanson Foundation Scholarship
利黃蘭芳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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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保險獎學金
龐萬倫優異內地新生獎學金
TYW Holdings Corporation Scholarships for Non-local Students
偉倫內地生獎學金

非本地學生獎學金
中新獎學金
CUHK Caring Alumni Scholarships for Non-local (Other Regions) Students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獎學金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獎學金
Kuok Foundation Overseas Limited Scholarship for a Malaysian Student
Maurice R. Greenberg Scholarships for Non-local Students
Targeted HKSAR Government Scholarships

海外留學及交換計劃獎學金
香港中文大學安省校友會獎學金
大和銀行集團獎學金
香港潮州商會獎學金
滙豐海外獎學金計劃
日本交流獎學金
University Exchange Scholarship

短期海外學習獎
外展體驗獎

學生旅費貸款計劃
學生旅費貸款計劃旨在提供免息貸款，資助成績良好而經濟並不充裕之本地
本科生之部分旅費，協助他們前往外地修讀短期課程、從事實習工作、出席
會議或參與交換學生計劃。供學生申請之貸款計劃包括：

中大校友會「中大信用卡」旅費貸款
李曹秀群女士旅費貸款
南聯教育基金學生免息貸款計劃
Shanghai Refugee Donation Student Travel Loans
蜆殼有限公司學生旅費貸款

暑期援助貸款計劃
暑期援助貸款計劃旨在提供免息貸款予經濟有困難的本地全日制本科生 
（應屆畢業生除外），以協助他們在暑假期間參與無薪實習課程及其他學習
計劃或課外活動。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基金暑期援助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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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學金
楊秉正基金有限公司助學金
蘋果助學金
陳剛先生紀念助學金
鄭氏基金助學金
中大校友關愛基金助學金
中大校友關愛基金緊急助學金
裘槎基金會緊急援助金
陳廷驊助學金
聚龍「舒雅」助學金
港澳台灣慈善基金會 Angel Care 助學金
開明助學金
Ms. Hoi Sai Chung and Mr. Hoi Yu Lei Memorial Bursaries
新昌 — 葉庚年教育基金助學金
許黎碧雯助學金
許愛周助學金
郭謝碧蓉基金助學金
Monster Worldwide Bursaries
黃劍文先生助學金
東方日報慈善基金緊急援助金
悟宿基金會獎助學金
尖沙咀街坊福利會助學基金
University Bursaries
University Bursaries for Non-local Students
香港大學（共濟）分會金禧紀念助學金
維他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教育助學基金
溫鏡波劉玉歡助學金
蘊義第一代大學生助學金
維德內地本科生緊急助學金
楊明標及區寶琪助學金
維多利亞崇德社助學金

免息貸款
美國婦女會學生貸款
AVX/Kyocera Foundation Loans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基金學生貸款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基金學生臨時貸款
何善衡學生貸款
邵逸夫爵士學生貸款
星島慈善基金貸款助學金
栢基有限公司學生貸款
南聯教育基金學生免息貸款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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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貸款
大學設免息貸款多項，供遇有突發事故而急需經濟援助以繼續學業之本地學
生申請，貸款額視乎個別需要而定。

香港扶輪社貸款助學金

學生工讀計劃
Caring Alumni Student Activities Fund Student Campus Work Scheme
The Cheng Foundation Student Campus Work Scheme
Hsin Chong–K.N. Godfrey Yeh Education Fund Student Campus Work Scheme
上海總會教育基金學生工讀計劃

■■文學院

獎學金
鄭氏基金獎學金
中國宋慶齡基金會「古馳（腕表與珠寶）音樂基金」獎學金
香港中文大學金禧皇家博物館獎學金
香港兒童合唱團獎學金
香港翻譯學會羅富昌獎學金
I Am & Interworks, Inc. Scholarship
香港日本文化協會獎學金 — 日本研究
繼昌堂獎學金
羅宗淦紀念獎學金
梁棟豪紀念獎學金
李祖祐醫生紀念獎學金
溝口獎學金
Nissin Scholarships
潘濤先生及何芬女士紀念獎學金
準英語教師獎學金
冼為堅中大金禧文史哲獎學金
太古獎學金
卓佳專業商務獎學金
芷茵獎學金
黃繼持教授紀念獎學金
黃劍文先生獎學金
Yamaha Music Scholarship
余瑞昌紀念獎學金
楊冠鏘先生紀念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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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異獎
誠明藝術獎
張氏藝術創作獎
中國書法創作獎
中國書畫創作獎
中國篆刻創作獎
文苑藝術創作獎
何少庵紀念獎
香港工筆畫會創作獎
高美慶教授藝術史獎學金
莫氏立體創作獎
莫氏立體創作補助金
人類學優秀學生獎
大夢創作獎
丁衍庸學業成績獎
丁衍庸藝術創作獎
萬一鵬中國藝術學業成績獎
萬一鵬傳統中國畫創作獎

內地學生獎學金
準英語教師獎學金
新鴻基地產郭氏基金 — 中文大學內地生優才獎學金

非本地學生獎學金
準英語教師獎學金

海外留學及交換計劃獎學金
榛名獎學金
日本政府（文部科學省）獎學金（日本語及日本文化研修）

海外活動及文化交流獎學金
詹雲白夫人紀念中國書畫獎

助學金
空海入唐密法歸華助學金
寶善光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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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學院

獎學金
無名氏酒店及旅遊管理學生獎學金
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香港分會獎學金
東亞銀行獎學金
法國巴黎銀行獎學金
中銀香港慈善基金 — 香港中文大學獎學金
陳秀蘭紀念獎學金
陳任敏先生獎學金
香港特許秘書基金獎學金
鄭氏基金獎學金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獎學金
蔡陳寶瓊獎學金
蔡永禧紀念基金獎學金
廠商會獎學金
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校友會獎學金
Disney Scholars Program
英皇慈善基金獎學金
雲頂香港有限公司獎學金
HKIHRM Student Scholarship
保險業聯會獎學金
香港酒店業協會獎學金
香港會計師公會獎學金
Horwath HTL Asia Pacific Scholarship
許兆廣先生獎學金
InterCham Scholarship
香港洲際酒店獎學金
九龍總商會獎學金
繼昌堂獎學金
郭靖堂獎學金
李炳紀念獎學金
安達旅運獎學金
馬爾登紀念獎學金
吳嘉寧先生獎學金
海洋公園獎學金
人事管理研究社獎學金
信興蒙民偉獎學金
太古獎學金
香港稅務學會註冊稅務師獎學金
卓佳專業商務獎學金



	 獎助學金及經濟援助	 189

第
六
部

黃浩恩先生獎學金
黃龍德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獎學金
楊怡凱教授紀念獎學金

優異獎
陳立德會計師事務所獎金
香港特許秘書基金科目獎
澳洲會計師公會卓越表現獎
司徒新教授學業優異獎

內地學生獎學金
澳洲會計師公會卓越表現獎
高盛獎學金
新鴻基地產郭氏基金 — 中文大學內地生優才獎學金
游應森獎學金

非本地學生獎學金
Scholarship for Excellence

交換計劃獎學金
中原精英會交流計劃獎學金
鍾陳惠濂獎學金

助學金
香港會計師公會助學金
捷成工商管理本科生助學金
九龍總商會助學金
The ICAEW Foundation In Hong Kong Bursary

■■教育學院

獎學金
區百齡慈善基金會獎學金
陳伍詠慈獎學金
陳慧萍女士獎學金
繼昌堂獎學金
汾陽體育獎學金
林應威先生獎學金
利錦桓岑淑婉獎學金
保良壬子會獎學金
準英語教師獎學金
楊彩榴女士紀念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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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異獎
歐陽傑芳體育獎
余基祥體育獎

內地學生獎學金
準英語教師獎學金
新鴻基地產郭氏基金 — 中文大學內地生優才獎學金

非本地學生獎學金
準英語教師獎學金

■■工程學院

獎學金
宏威科技有限公司獎學金
鄭氏基金獎學金
蔣震工業慈善基金獎學金
蔡陳寶瓊獎學金
廠商會獎學金
香港中文大學電子工程系校友會獎學金
ESET NOD32 — Scholarship
協益獎學金
香港日立有限公司獎學金
The HKIE Scholarship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資訊科技管理研究社獎學金
香港模具及產品科技協會獎學金
港九電器商聯會獎學金
孔安道紀念獎學金
繼昌堂獎學金
高錕教授獎學金
建業獎學金
智擇獎學金
寶惠獎學金
寶力獎學金
理光（香港）有限公司獎學金
信興科技獎學金
新瑪德慈善基金獎學金
Solomon Systech Scholarships
信佳國際集團有限公司獎學金
太古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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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嘉精密有限公司獎學金
吳仲亞基金 — 電子工程系同學獎學金
余道生紀念獎學金

優異獎
香港電子業商會創新科技專題畢業報告比賽

內地學生獎學金
宏威科技有限公司獎學金

非本地學生獎學金
香港中文大學電子工程系校友會獎學金

交換計劃獎學金
蔣震海外交流獎學金
創新科技獎學金計劃
高錕教授科研交流生獎學金

■■法律學院

獎學金
東亞銀行獎學金
香港特許秘書基金獎學金
招福申獎學金
香港調解仲裁中心獎學金
林德施法律學獎學金
梁謝惠芳獎學金
香港中文大學金禧廖華德獎學金
偉倫法律學院學生獎學金

優異獎
The Asian Patent Attorneys Association Prize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Law
貝克．麥堅時獎
香港特許秘書基金科目獎
The Hogan Lovells Prizes
The LexisNexis Prize in Common Law: Tradition and Method
The LexisNexis Prize in Companies and the Law I & II
The LexisNexis Prize in Hong Kong Legal System
Mayer Brown JSM Prize in Law of Contract
柯伍陳獎學金
The Palgrave Macmillan Prize in Common Law: Tradition and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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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lgrave Macmillan Prize in Legal Philosophies
Prize in Criminal Law
The Sweet & Maxwell/Thomson Reuters Chitty on Contracts Hong Kong Prize 

in Commercial Law
The Sweet & Maxwell/Thomson Reuters Prize in Criminal Procedure

交換生計劃獎學金
何啟德、黃淑霞律師行獎學金

內地學生獎學金
新鴻基地產郭氏基金 — 中文大學內地生優才獎學金

■■醫學院

獎學金
無名氏醫科學生獎學金
阿斯利康香港有限公司獎學金
阿斯利康香港有限公司學生領袖獎學金
「佳保公証行」中醫學生入學獎學金
翟慶聰先生獎學金
陳廷驊基金獎學金
鄭氏基金獎學金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謝婉雯醫生抗炎紀念獎學金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1986舊生教育基金獎學金
香港中文大學金禧梁葉珮嫦醫生獎學金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校友會謝婉雯醫生紀念獎學金
幸福醫藥黎用冠慈善基金獎學金
何伍欣欣獎學金
許開文獎學金
雅各臣藥業卓越成績獎學金
雅各臣藥業本科生獎學金
楊森大藥廠獎學金
繼昌堂獎學金
簡東浦醫科獎學金
郭靖堂獎學金
林維錶中醫師獎學金
劉繼興郭碧蓮伉儷獎學金
劉永佳紀念獎學金
梁卓獎學金
梁佩嫻獎學金
李樹培醫生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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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寧未來藥劑師獎學金
農本方獎學金
〈綠養坊〉保健專方中醫獎學金
明珠獅子會公共衞生獎學金
美國輝瑞科研製藥獎學金
香港藥學會獎學金
香港執業藥劑師協會獎學金
彩虹行動鄭夏恩獎學金
彩虹行動張錫憲獎學金
彩虹行動劉大鈞獎學金
彩虹行動謝婉雯獎學金
培力藥業卓越獎學金
勞士施羅孚先生夫人獎學金
孫瑪琍醫學獎學金
宋鄭佩蘭女士紀念獎學金
鄧兆初先生紀念獎學金
偉倫醫學院學生獎學金
吳仲亞基金獎學金
修性法師紀念獎學金
任氏存安堂紀念獎學金
楊桂榴女士紀念獎學金
楊樹青女士紀念獎學金
余雷覺雲獎學金
余道生紀念獎學金

優異獎
美國胸肺學院獎
博卓智夫人紀念獎
香港微生物及傳染病學會微生物科書金獎
醫學院蔡永業教授紀念學業優異獎
香港中文大學藥劑學院校友會傑出個人及專業發展獎
院長醫學科學增插學年學士學位課程傑出成績獎
院長綜合醫學科學傑出成績獎（醫學一年級）
院長綜合醫學科學傑出成績獎（醫學二年級）
院長綜合醫學科學傑出成績獎（醫學三年級）
維康醫學化驗中心病理解剖及細胞學獎
Dr. & Mrs. Tzu Leung Ho Outstanding Academic Awards
香港急症科醫學院獎 — 急症科
香港家庭醫學學院家庭醫學獎
香港兒科醫學院獎
香港精神科醫學院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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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保險業聯會專題研究及專業實踐傑出表現獎（健康及醫療服務）
香港房屋協會獎勵計劃
香港醫學會獎
香港病理學會獎
香港臨床生化學會書金獎
香港社會醫學會獎
雅各臣藥業傑出學科獎
雅各臣藥業精英獎
羅仲雲伉儷內科優異獎
林德港氧有限公司獎
萬寧藥劑執業學科獎
醫學一年級肌肉骨骼學科傑出成績獎
醫學二年級肌肉骨骼學科傑出成績獎
醫學三年級肌肉骨骼學科傑出成績獎
矯形外科及創傷學醫學三年級傑出成績獎
矯形外科及創傷學醫學五年級傑出成績獎
那打素護士學校校友會獎
〈綠養坊〉保健專方中醫獎
護理學士一年級傑出成績獎
護理學士二年級傑出成績獎
護理學士三年級傑出成績獎
護理學士四年級傑出成績獎
醫學二年級神經科學傑出成績獎
醫學三年級神經科學傑出成績獎
社會與健康學科傑出成績獎（醫學一年級）
人體結構學科傑出成績獎
婦產科傑出獎
傑出臨床護理獎（一、二年級）
兒童成長研究報告傑出小組獎（醫學一年級）
健康護理資料分析傑出小組獎
人體構造選修研究傑出小組獎
醫學研究選修傑出小組獎
主題性選修研究傑出小組獎（醫學一年級）
醫學期刊分析傑出獎
醫學技能傑出表現獎（醫學二年級）
醫學技能學科傑出表現獎（醫學一年級）
飛利浦醫療保健獎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傑出表現獎
腫瘤科學獎
杜琢其社區健康論文獎
杜琢其公共衞生專題研究及專業實踐傑出表現獎（健康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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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garet Todd Prize in Nursing
謝卓吳弟科研獎（老年癡呆症）
透視微創治療基金獎
維健醫學化驗中心微生物學獎
維護物理治療及醫學化驗中心化學病理學獎
黃達威兒科獎學金
伍集成傑出學科獎（矯形外科及創傷學醫學三年級）
伍集成傑出學科獎（矯形外科及創傷學醫學五年級）
第四年兒童成長研究報告獎

獎狀及金章獎
香港城市獅子會獎
許開文獎學金
簡東浦醫科金章
李川軍病理解剖及細胞學金章獎
李川軍病理解剖及細胞學銀章獎

交流計劃獎學金
創新科技獎學金計劃

內地學生獎學金
許氏獎學金

短期選修訓練獎學金
鄭植之紀念獎學金
輝凌海外選修獎學金
香港老人科醫學會海外進修獎學金
香港微創外科學會獎學金
孔安道紀念獎學金
郭靖堂獎學金
莫慶堯海外選修獎學金
潘婉明紀念獎學金
黃達威獎學金

助學金
招福申夫人助學金
影像及介入放射學系助學金
李炳紀念助學金
余兆麒醫療基金助學金

中醫學學士學位課程學生貸款
大學設有免息貸款，資助中醫學學士學位課程之本地生前往內地完成指定的
無薪實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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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

獎學金
73新亞物理校友獎學金
愛德統計系獎學金
東亞銀行獎學金
生物化學舊生會獎學金
曹熊知行博士數學獎學金
張雲龍醫生紀念獎學金
張凱旋先生獎學金
鄭氏基金獎學金
蔡陳寶瓊獎學金
朱如堂數學獎學金
廠商會獎學金
香港中文大學生物系（一九八一年）校友獎學金
香港中文大學生物系（一九七八年）校友獎學金
香港中文大學物理校友獎學金
香島教育基金數學獎學金
繼昌堂獎學金
利錦桓岑淑婉獎學金
數學系校友獎學金
新亞生物系一九六六年淼社校友獎學金
潘恩鼎先生數學獎學金
Professor Salaff Mathematics Scholarship
太古獎學金
唐良宜獎學金
Undergraduate Mathematics Scholarship
楊振寧獎學金

優異獎
香港中文大學生物系校友獎學金
牛欄牌食品及營養科研獎
羅蔭權教授物理獎
雀巢食品學科獎
雀巢營養學科獎
吳瑞昌先生夫人紀念獎
物理獎
杜祖貺商業統計學獎

文化交流學習獎及交換計劃獎學金
創新科技獎學金計劃
高錕教授科研交流生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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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院

獎學金
東亞銀行獎學金
法國巴黎銀行獎學金
萬順行股份有限公司獎學金
陳黃詠怡獎學金
鄭氏基金獎學金
富美家獎學金
馮潔儀獎學金
何少華女士獎學金
滙豐社會工作獎學金
熊葵樹獎學金
繼昌堂獎學金
九龍總商會獎學金
Mr. and Mrs. S.Y. Lam Scholarships
林應威先生獎學金
李沛華伉儷新聞獎學金
梁黎少珍紀念獎學金
梁秉聰入學獎學金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 Hong Kong Scholarship
RTCL 獎學金
星島慈善基金獎學金
太古獎學金
譚世榮博士研究獎學金
曾陳桂梅女士獎學金
維達環境保育獎學金
魏大公博士紀念獎學金

優異獎
周仁傑校友紀念獎
香港房屋協會獎勵計劃
Lady Kotewall Prize
林超英畢業論文獎
環境管理科目獎
天氣與氣候科目獎
譚世榮博士自然地理學獎

金章獎
富爾敦勛爵紀念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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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學生獎學金
新鴻基地產郭氏基金 — 中文大學內地生優才獎學金 

交換計劃獎學金
何啟德、黃淑霞律師行獎學金
簡倩如海外交流獎學金

助學金
曾陳桂梅女士助學金
香港房屋協會獎勵計劃
九龍總商會助學金
郭梓文、江敏兒伉儷助學金
大學社工系學生助學金
何永恒助學金

學生工讀計劃
Lions Club of Mount Cameron Student Campus Work Scheme

研究院課程

研究獎學金
鄭翼之研究獎學金
雅各臣藥業研究生獎學金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研究生獎學金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殘疾學生研究生獎學金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榮譽研究生獎學金

獎學金
教育學院校友獎學金
Arthur and Louise May Memorial Scholarships
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香港分會獎學金
Association of China-Appointed Attesting Officers Scholarships
貝克•麥堅時獎學金
東亞銀行獎學金
「佳保公証行」中醫學生入學獎學金
中國宋慶齡基金會「古馳（腕表與珠寶）音樂基金」獎學金
陳國庚紀念獎學金
金銀業貿易場獎學金
中國醫藥修研獎學金
蔡陳寶瓊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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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會獎學金
香港中文大學金禧皇家博物館獎學金
香港中文大學金禧研究生獎學金
香港中文大學金禧楊詠欣校友獎學金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獎學金
何瑳紀念獎學金
何海天紀念獎學金
香港〈大學婦女協會〉研究生獎學金
香港會計師公會獎學金
滙豐社會工作獎學金
中國文化研究所莫慶鏘獎學金
金銀證券交易所獎學金
林安行先生紀念獎學金
Mr. and Mrs. S.Y. Lam Scholarships
羅宗淦紀念獎學金
李沛華伉儷新聞獎學金
李寶椿研究生獎學金
劉靜窗紀念獎學金
護理科學碩士課程獎學金（一年級）
護理科學碩士課程獎學金（二年級）
護理科學碩士課程獎學金（三年級）
〈綠養坊〉保健專方中醫獎學金
Peter Curzon Oram Charitable Trust Scholarship
潘光迥博士獎學金
電訊盈科基金獎學金
RTCL獎學金
賽多利斯香港獎學金
準英語教師獎學金
冼為堅中大金禧文史哲獎學金
Solomon Systech Scholarships
運動燃希望獎學金
The C I Stapleton Scholarships
司徒尚欣博士紀念獎學金
鄧國華中醫研究獎學金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傳播獎學金
魏大公博士紀念獎學金
黃顯華教授獎學金
王董建築師事務所獎學金
胡李筱參女士紀念獎學金
聖芳濟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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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振寧獎學金
楊彩榴女士紀念獎學金
余道生紀念獎學金
余道生、余盛强獎學金
育群教育獎學金
中建東方高氏資源管理研究獎學金

優異獎
藝鵠獎
歐陽傑芳教育獎
持續博士進修獎
The Boase Cohen & Collins Prize for Civil Litigation Practice
香港中文大學金禧沈祖堯教授環保獎
自由人創作獎
The Hogan Lovells Prizes
The 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 Prize for Conference Skills and Opinion 

Writing
The 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 Prize for Trial Advocacy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Trade Mark Practitioners Prize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香港調解仲裁中心專業獎勵計劃
Hong Kong Medical and Healthcare Device Industries Association Student 

Research Awards
The Jarvis & Kensington Prize for Trial Advocacy
高雄先生紀念文學獎
The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Prize for Professional Practice
The LexisNexis Prize in Legal Research, Analysis and Writing
Mayer Brown JSM Prize in Jurisprudence
新晉科研獎（研究生）
〈綠養坊〉保健專方中醫獎
護理博士一年級傑出成績獎
護理博士二年級傑出成績獎
護理博士三年級傑出成績獎
護理博士四年級傑出成績獎
護理碩士一年級傑出成績獎
護理碩士二年級傑出成績獎
護理哲學博士傑出論文獎
預防醫學碩士課程公共衞生研究報告獎
Prize for Criminal Litigation Practice
The Robertsons Prize for Writing and Drafting Litigation Documents  

(in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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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se Cheuk Ng Tai Prize for Chinese Environmental Law
謝卓吳弟科研獎（老年癡呆症）
The Henry Wai Prizes for Litigation and Professional Ethics
The Henry Wai Prize for Professional Practice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殘疾學生獎

內地學生獎學金
Association of China-Appointed Attesting Officers Scholarships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獎學金
Lee Hysan Foundation Postgraduate Studentships for Mainland China Students
準英語教師獎學金
王少娟獎學金

非本地學生獎學金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獎學金
何瑳紀念獎學金
準英語教師獎學金

教育研究助理獎學金
下列為頒予教育學院學生之獎學金，獲獎學生必須在教育學院導師指導下參
與教育研究工作。

林靄堂教育研究助理獎學金
梁婉紅紀念教育研究助理獎學金
田家炳基金會教育研究助理獎學金

交換計劃獎學金
簡倩如海外交流獎學金

短期海外學習獎
詹雲白夫人紀念中國書畫獎
悟宿基金會有限公司海外訓練獎學金
外展體驗獎

學生工讀計劃
Caring Alumni Student Activities Fund Student Campus Work Scheme
The Cheng Foundation Student Campus Work Scheme
Hsin Chong–K.N. Godfrey Yeh Education Fund Student Campus Work Scheme
Lions Club of Mount Cameron Student Campus Work Scheme
上海總會教育基金學生工讀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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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工商管理碩士學位課程

獎學金
無名氏獎學金
中銀香港慈善基金 — 香港中文大學獎學金
法國巴黎銀行獎學金
香港女財政人員協會獎學金
蒙民偉獎學金
新鴻基地產獎學金
司徒新教授紀念獎學金
葉于貺獎學金

優異獎
香港美國商會慈善基金獎學金
工商管理碩士校友會獎
司徒新教授學業優異獎

非本地學生獎學金
新鴻基地產獎學金

■■工商管理碩士學位課程（晚間制及週末制）

獎學金
陳廷驊基金會獎學金
新鴻基地產獎學金

海外升學計劃

獎學金
Full-tuition Fellowships for M.A. in Finance Tenable at 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
日本政府（文部科學省）獎學金（研究留學生）
利黃瑤璧千禧獎學金
立命館大學文部科學省推薦大學獎學金
東京學藝大學文部科學省推薦大學獎學金
邵逸夫爵士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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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獎學金及經濟援助計劃

本科生本地升學獎學金
Chariot Club Scholarships for Ethnic Minority Students
中原慈善基金獎學金
弘法使者獎學金
胡雲麟少數族裔獎學金
利希慎手語語言學及聾人教育研究生助學金
李國賢及李志雄聾人教育基金
職安健學生研究獎學金
Unison Scholarships for Ethnic Minority Students
Zonta Scholarships for Ethnic Minority Students
香港台山商會有限公司獎學金
「認識藏傳佛教」論文獎助金

本科生海外短期學習及交換計劃獎學金
Darmasiswa Ri Scholarship Program
香港日本文化協會獎學金
Scholarships administered by the Consulate General of France in Hong Kong 

& Macau—Discovery Scholarship: Art Market & Conviviality in Paris
Scholarships administered by the Consulate General of France in Hong Kong 

& Macau—French and Law Scholarship
Scholarships administered by the Consulate General of France in Hong Kong 

& Macau—Summer Linguistic Scholarship

本科生本地升學助學金
香港台山商會有限公司助學金
香港傷健協會李鈞洪教育基金
仁愛堂啟承助學騰飛計劃

研究生本地升學獎學金
裘槎在港博士生獎學金
弘法使者獎學金
李國賢及李志雄聾人教育基金
香港台山商會有限公司獎學金
職安健學生研究獎學金
「認識藏傳佛教」論文獎助金

研究生海外短期學習及交換計劃獎學金
Darmasiswa Ri Scholarship Program
香港日本文化協會獎學金



	 204	 第六部	•	學費及獎助學金

第
六
部

研究生本地升學助學金
香港傷健協會李鈞洪教育基金

海外升學獎學金
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研究生課程獎學金
Chevening Scholarships
牛津大學中國獎學金基金
裘槎博士後研究獎學金
裘槎博士生獎學金
Dan David Prize—Scholarship Applications
Amelia Earhart Fellowship
The Mica and Ahmet Ertegun Graduate Scholarship Programme in the 

Humanities
EUAP Scholarship
Fourth Valley Scholarship
嘉格理紀念獎學金
香港日本文化協會獎學金
利銘澤百年紀念獎學金
李寶椿慈善信託基金海外深造及專業培訓獎學金
Full Postgraduate Scholarships at Masdar Institute in Abu Dhabi
Graduate Scholarship at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Clarendon Fund 

Scholarships
Graduate Scholarship at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Kwok Scholarship at the 

Blavatnik School of Government
Graduate Scholarship at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Departmental and College 

Awards
Magdalen Hong Kong Scholarship
羅德獎學金
Rotary Scholarships
Scholarships administered by the Consulate General of France in Hong Kong 

& Macau—IESA—PSB Scholarship
Scholarships administered by the Consulate General of France in Hong Kong 

& Macau—L’Oréal Scholarship for Research Internship
Sun Hung Kai Properties—Kwoks’ Scholarship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Hong Kong Postgraduate Scholarships
University of Bristol Post-Graduate Scholarship
The Women’s Foundation Cambridge Scholarship Scheme
Alexandre Yersin 獎學金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殘疾學生海外研究生獎學金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海外研究生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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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交流處
大學認可交換計劃之交換生，得到機會申請下列獎學金:

何啟德、黃淑霞律師行獎學金
中大校友關愛基金交流獎學金
聚龍 「舒雅」 國際交換生獎學金
思捷環球學術交流獎學金
Financial Aid for Undergraduate Summer Research Fellowship Programme
Financial Aid for University-wide Summer Exchange Programme
香港潮州商會獎學金
Lanson Exchange Scholarships
劉亮紅交換生獎學金
黎尚雄及黎陳佩昂學術交流獎學金 
鄭明訓國際交換生獎學金
學術交流助學金
利豐獎學金
康本國際交流獎學金
楊明標及區寳琪學術交流獎學金

以下獎學金將頒予學術交流處所選派前往特定國家或院校之交換生：

蔣震海外交流獎學金
共設兩項獎學金，供已獲接納前往非亞洲地區參與交換計劃的工程學院

學生申請。

香港中文大學安省校友會獎學金
學術交流處所選派前往加拿大安大略省之交換生，可申請此獎學金。

Lanson Exchange Scholarships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學術交流處所選派前往University of Notre Dame之交換生，可申請此獎

學金。

勤+緣基金學術交流獎學金
學術交流處所選派前往內地之交換生，可申請此獎學金。

日本交流獎學金
學術交流處所選派前往日本之交換生，可申請此獎學金。

Wei Lun International Exchange Scholarships
學術交流處所選派前往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之交換生，可

申請此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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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書院
本校之成員書院各有其自行管理之獎助學金及貸款等。擬申請者，可向各書
院之學生輔導處洽詢。各書院之獎助學金等項目臚列如下。

■■崇基學院

獎學金及獎項
學術創作獎
校友會優秀運動員獎
歐陽麟獎學金
崇基工管（一九八○年度）畢業三十週年紀念獎學金
陳瑜芬紀念獎學金
張雄謀紀念獎學金
曹熊知行通識教育獎
曹熊知行數學獎
周志齊紀念獎學金
化學系校友獎學金
陳特紀念哲學獎
鄭曹芬紀念獎學金
程天固博士紀念獎學金
程天固文化交流紀念獎
陳勳先生夫人紀念獎學金
陳佩喬紀念獎學金
全國基督教大學同學會獎學金
趙燊霖傑出服務紀念獎學金
周慶麟數學獎學金
崇基校友至善獎學金
崇基學院優異課外活動新生獎學金
崇基學院數學宿生獎
崇基學院班級獎
崇基學院榮譽獎狀
崇基學院數學獎學金
崇基學院交換生獎
崇基學院數學系數學精研學生獎學金
崇基學院科學獎學金
崇基長春藤學府交換生獎學金
崇基數學主修生獎學金
崇基數學系新生獎學金
崇基學院優先錄取計劃卓越新生獎學金
崇基學院至善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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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基通識教育獎學金
崇基數學教育獎學金
崇基學院優先錄取計劃優異新生獎學金
崇基數學旅費獎
崇基仁社（一九六七年度）畢業銀禧紀念獎學金
曦社（一九六八年度）畢業四十週年紀念獎學金
協社（一九六九年度）畢業四十週年紀念獎學金
穎社（一九七○年度）畢業四十週年紀念獎學金
曄社（一九七一年度）獎學金（畢業三十週年誌慶）
雋社（一九七二年度）生物科學交流獎學金
凱社（一九七七年度）畢業三十週年紀念獎學金
摯社（一九七九年度）畢業三十週年紀念獎學金
勵社（一九八三年度）畢業銀禧紀念獎學金
邁社傑出學生服務獎
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獎學金
優秀隊制獎
學生活動傑出服務獎
金陵及李傅獎學金
健康工房胡秀英中醫學獎
何輝錐社會工作學紀念獎學金
何馨琪紀念交流獎
何朋紀念獎學金
何添博士紀念獎學金
夏鵬紀念獎學金
許剛良醫生伉儷紀念獎學金
胡格非紀念獎學金
胡格非畢業生海外深造紀念獎學金
胡秀英中醫學優異新生獎學金
胡秀英學業優異獎學金
江譽鏐紀念獎學金
龔約翰龐萬倫新生獎學金
龔約翰龐萬倫優異新生獎學金
龔約翰龐萬倫傑出學生獎學金
龔約翰龐萬倫獎學金
關百豪數學研究獎
關百豪數學主修生獎學金
關百豪數學跨學科獎學金
群協堂中國音樂獎學金
李爾德紀念獎學金
加拿大湖景婦女聯合會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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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伯均衡教育紀念獎學金
林毅伯夫人獎
劉繼興郭碧蓮伉儷交流獎學金
柳愛華學業優異紀念獎
劉蘇女紀念獎
李冰紀念獎學金
李謙獎學金獎
利國偉獎學金
李樹勳、李尹艷芳紀念獎學金
李榮典紀念獎學金
李應林紀念獎學金
梁鳳儀獎學金
梁彩琴英詩學獎
羅富昌地理學獎學金
盧幹庭紀念獎學金
盧巨川獎學金
盧寶堯教授紀念交流獎
呂鍾靈紀念獎獎學金
梅衛廉紀念獎學金
衛理公會婦女獎學金
音樂獎學金
吳大江紀念獎學金
傑出運動員獎學金
彭展南、張佩琴紀念獎
柏斯音樂基金會獎學金
體育服務優異獎
關康材夫人獎學金
基督教研究獎學金
沈宣仁通識教育獎學金
聖公會教友教育獎學金
瑞熊社會服務獎
宋啟鄖獎學金
宋常康創意獎
杜秉祺紀念獎學金
鄭俊南致知力行紀念獎
唐太平臨床醫學選修獎
唐滌生紀念獎學金
曾瑞龍教授紀念歷史獎學金
謝昭杰通識教育紀念獎學金
曹麥生紀念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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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瑞庭音樂獎
瓦雷詩獎學金
汪長智汪陳煜雯獎學金
屈武圻均衡教育紀念獎學金
黃池仲、李銀煥紀念獎學金
黃福鑾紀念獎學金
黃金倖博士紀念獎學金
黃李秀英紀念獎學金
黃宣平紀念獎學金
黃壽林中國服務及學習獎勵金
黃英姿醫學獎學金
黃英姿社會學獎學金
伍俶紀念獎學金
伍歐陽慧真女士紀念獎學金
任白中國戲曲獎學金
應林堂傑出宿生獎
余啟謀紀念獎學金
玉鑾室創作獎
容啟東博士紀念獎學金
容啟圖先生夫人紀念獎學金

優異獎
巴色差會及香港崇真會獎學金
崇基學院優異獎
胡格非紀念獎學金
林毅伯紀念獎學金
唐太平醫生醫學會紀念獎學金
曹維英生物學獎
達保羅生化學獎
達保羅臨床前期醫學獎
黃鄧潔蘭化學紀念獎學金

學生福利基金及助學金
白約翰紀念基金
陳玉儀博士紀念基金
朱容應薇助學紀念基金
崇基學院助學金
崇基學院住宿助學金
曦社（一九六八年度）經濟及工商管理學助學金
艾詩伯教授交換紀念助學金
畢業生旅費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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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宜坤紀念助學金
劉殿爵紀念助學金
劉繼興郭碧蓮伉儷助學金
李觀信紀念助學金
李觀信哲學紀念助學金
李榮檢助學紀念基金
呂鍾靈醫生紀念基金
宏恩助學金
學生發展資助計劃
學生交換計劃基金
學生服務獎勵計劃
賴寶勤助學金
黃福鑾紀念助學金
黃瑞民助學紀念基金

貸款
學生緊急貸款
畢業生旅費貸款
學生貸款
書院工讀貸款
學生旅費貸款

■■新亞書院

獎助學金
一九六七校友獎學金
一九七二工管校友獎學金
一九七三化學系校友獎學金
一九七四校友獎學金
一九七五校友獎學金
一九七六校友獎學金
一九七七校友獎學金
一九七七工管獎學金
一九七八校友獎學金
一九七九校友獎學金
一九八零校友獎學金
一九八一校友獎學金
一九八七新亞市場學校友獎學金
二○○五年度畢業班傑出活動表現獎
五十九周年院慶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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奮進獎
友邦公司獎學金
樂群獎
恒星獎學金
恒星學生交換計劃助學金
乘風獎學金
時富投資集團獎學金
陳知浩先生紀念獎學金
陳富全先生及夫人獎學金
陳順發紀念獎學金
陳綺珍女士學術獎學金
張雍臨先生夫人獎學金
周春嬌女士獎學金
周龍南先生紀念獎學金
誠明獎
鄭旭寧先生紀念獎學金
張瑞寧伉儷紀念獎學金
錢穆歷史獎學金
北美新亞校友紀念錢穆先生獎學金
錢穆先生研究生獎學金
趙冰博士及夫人獎學金
周文軒博士紀念獎學金
周文軒夫人嚴雲震女士獎學金
鍾陳穎嘉基金獎學金
鍾寶全紀念基金獎學金
孔子學術獎學金
國富浩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獎學金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入學優異生獎學金
瑞華行獎學金
優異生獎狀
傑出服務獎狀
龍的文化傑出商業及經濟科獎學金
怡居地產有限公司獎學金
保險理財獎學金
佩嫻之友獎學金
馮統照先生海外法語學習紀念獎學金
博厚基金獎學金
香島教育基金獎學金
何冰姿女士紀念獎學金
何鴻宗律師憲法紀念獎學金
何耀光慈善基金有限公司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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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錦先生紀念獎學金
何添博士紀念獎學金
何耀煊先生紀念獎學金
香港亞洲獅子會獎學金
香港潮州會館獎學金
熊十力先生紀念獎學金
徐季良博士紀念獎學金
徐士浩、沈玉紀念獎學金
許讓成先生校友獎學金
許讓成先生紀念獎學金
許讓成先生研究生獎學金
人文獎學金
Mr. James Ivy 紀念獎學金
江紹德紀念獎學金
關百豪獎學金
郭少明伉儷獎學金
鄺馨貴女士紀念獎學金
林張麗瓊女士獎學金
林榮德先生及夫人獎學金
林耀明校董學生傑出服務獎
劉晚俚女士紀念獎學金
劉小春校友基金獎學金
李彩桂女士紀念獎學金
李瓊好女士紀念獎學金
李何芷阡博士紀念獎學金
李林葆甘女士紀念獎學金
李梁淑英女士獎學金
利國偉博士獎學金
李國賢基金會獎學金
梁榮光先生獎學金
梁英偉先生獎學金
梁何穎君女士紀念獎學金
梁登輦先生紀念獎學金
梁子江先生紀念獎學金
李胡紫霞博士數學獎
李胡紫霞博士獎學金
李達三獎學金
廖崇國醫生及盧敏章女士紀念獎學金
林泗維先生獎學金
林海校友獎學金
林聰標教授紀念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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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九龍獅子會獎學金
廖效良先生鄭惠貞女士獎學金
廖烈文獎學金
香港劉氏冉園基金會獎學金
羅何錦姿夫人紀念獎學金
呂景洲許妙珍伉儷中文系成績優異獎
麥利光先生紀念獎學金
莫可非先生紀念獎學金
新亞書院校友優秀籃球運動員獎學金
一九七五新亞工管校友獎學金
一九七八新亞工管校友獎學金
長原彰弘先生獎學金
長原彰弘先生學生交換獎學金
新亞國文獎
新亞書院校友基金獎學金
新亞書院校友獎學金
新亞書院校友會獎學金
新亞書院入學優異生獎學金
新亞書院內地本科生獎學金
吳家望、孫經文校友紀念獎學金
伍華先生紀念獎學金
伍月鳳女士紀念獎學金
饒美蛟校友獎學金
優秀體育隊伍書券獎
薪火相傳獎學金
鳳凰慈善基金會李鋈麟博士獎學金
體育書券獎
莎莎國際獎學金
逯耀東教授史學論文紀念獎學金
精進獎學金
中國文化論文獎
傑出辯論表現獎學金
英語義教獎學金
沈忠鎏法官侵權法獎學金
成功慈善基金會獎學金
譚梁淑蘊女士紀念獎學金
覃民治先生紀念獎學金
唐君毅哲學獎學金
唐君毅中國哲學獎學金
鄧烱揚先生學生交換計劃獎學金
張丕介博士學業成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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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丕介博士暨夫人獎學金
曾克耑教授中國詩詞及書法學業成績獎
田長霖博士科技基金會獎學金
杜月澧傑出運動員獎
德蘭獎學金
蔡明裕紀念獎學金
亞洲聯合財務獎學金
黃炤傳先生紀念獎學金
黃鳳翎女士獎學金
黄啟智醫生解剖學紀念獎學金
黄桂林博士獎學金
黃奕鑑先生獎學金
王寶儀先生紀念獎學金
王烱華先生紀念獎學金
黃偉慶先生紀念獎學金
翁凌宇藝術創作獎
吳火獅紀念獎學金
胡世榮先生紀念獎學金
雅禮協會獎學金
甄令改女士獎學金
楊汝梅博士紀念獎學金
楊汝梅博士暨夫人紀念獎學金
丘成桐教授博士後研究計劃
任國榮教授紀念獎學金
楊詠欣校友醫學院獎學金

貸款及其他資助
學生緊急貸款
校園服務獎勵計劃
學生外訪資助計劃
暑期研究資助計劃

■■聯合書院

入學獎學金

學業成績優異

彭張華第一代大學生入學獎學金
周淑嫻第一代大學生入學獎學金
張祝珊獎學金 
張玉麟入學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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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和鋼鐵廠有限公司獎學金 
周大福鄭裕彤宿舍全費獎學金
朱蓮芬第一代大學生入學獎學金
楊書家博士紀念入學獎學金
恒生銀行獎學金
何善衡獎學金
香港寬頻第一代大學生入學獎學金
劉鎮國獎學金
利樹培、梁蕙卿第一代大學生入學獎學金
林百欣獎學金
呂貴言教育勵進獎學金
陸鏗第一代大學生入學獎學金
周啟邦律師紀念獎學金
南針製造廠獎學金
太平洋保險聯合書院55第一代大學生入學獎學金
方心謹方程慧姿伉儷第一代大學生入學獎學金
上海總會大學聯招優異新生獎學金
岑才生第一代大學生入學獎學金
岑維休、江福桃第一代大學生入學獎學金
德慧第一代大學生入學獎學金
聯合書院第一代大學生入學獎學金
維德入學獎學金
黃梓林獎學金
黃仲安獎學金

創意及文化

創意及文化入學獎學金

體育運動

迪志精英運動員獎學金
體育運動入學獎學金

社會服務

陳曾燾博士思源立人入學獎學金

學業優異獎學金
仁禮獎學金
鄭袁慧珠紀念獎學金
何裕光明德新民校友獎學金
李黛安娜獎學金
歐陽柏權博士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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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添博士紀念獎學金
吳多泰博士紀念獎學金
胡百全博士紀念獎學金
楊書家博士紀念獎學金
方樹泉獎學金
馮秉芬紀念獎學金
陳浩賢會計師事務所獎學金
何貴榮獎學金
何萬森明德新民校友獎學金
鄧金榮獎學金
張宏毅獎學金
高可寧獎學金
林陳姲妮紀念獎學金
林佰平紀念獎學金
廖寶珊獎學金
陸炯鉀明德新民校友獎學金
馬兆峩紀念獎學金
麥煒然獎學金
潘國柱伉儷經濟學獎學金
何貴榮夫人最傑出學生獎
陳南昌獎學金
孫南女士獎學金
太平洋保險獎學金
彭禎祥獎學金
鍾汝滔教授紀念獎學金
蔡永業醫生紀念獎學金
常宗豪教授紀念獎學金
利國偉獎學金
陸貞元勵志獎學金
岑才生獎學金
鄭棟材獎學金
東亞銀行獎學金
曾肇添獎學金
聯合書院明德獎
聯合書院物理系獎學金
吳文政獎學金 
黃鳳翎獎學金 
王文俠獎學金
胡忠獎學金 
梁昌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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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優異獎
李吳熾群聯合書院生物化學學業優異獎
葉元章學業優異獎 
得獎明德新民校友學業優異獎
遵理學校Richard Eng學業優異獎
方玉輝學業優異獎
佳保公証行 — 倪住城校友學業優異獎
聯合書院商學院校友會譚家華紀念學業優異獎
奧福兒童國際教育機構學業優異獎
陳寶培紀念學業優異獎
陳樹強學業優異獎
張雙慶校友明德新民學業優異獎
周啟賢學業優異獎
陳晉英紀念獎
捷和拆船有限公司學業優異獎
青萍學業優異獎
招福申學業優異獎
鍾汝江學業優異獎
香港城巿獅子會學業優異獎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安省校友會學業優異獎
㬢社畢業35周年學業優異獎
明我教育機構麥雪光神父紀念學業優異獎
聯合書院校友會蔣法賢博士伉儷學業優異獎
趙寶玄博士紀念學業優異獎
朱炳南博士才學優異獎
朱炳南博士學業優異獎
聯合書院校友會陳炳權博士紀念獎
楊書家博士紀念獎
周紹棠博士紀念學業優異獎
鄭棟材博士紀念學業優異獎
電子工讀學業優異獎
林偉雄校友學業優異獎
范祖德學業進步獎
福意助學金
丁健華學業優異獎
馮洲梁長養伉儷學業優異獎
馮國培校友明德新民學業優異獎
馮秉芬紀念學業優異獎
何耀棣學業優異獎
何羅美瑩學業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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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萬森學業優異獎
何永恒學業優異獎
何黃雪萍紀念學業優異獎
海天堂有限公司學業優異獎
香港工商專業協進會學業優異獎
香港電話公司電子學系工讀計劃獎
許冠文校友明德新民學業優異獎
許友竹化學金章獎
華僑工商學院校友會學業優異獎
華僑工商學院校友會楊譚生會長學業優異獎
周柏珍校友明德新民學業優異獎
詹文珠校友明德新民學業優異獎
許歧伯學業優異獎
高福申生物化學獎
高福申學業優異獎 
顧淑瑛學業優異獎
周錫年爵士夫人紀念獎
劉偉民學業優異獎
李潔文學業優異獎
利錦桓學業優異獎
李國華學業優異獎
殷巧兒校友明德新民學業優異獎
羅黃潔華紀念學業優異獎
周芝女士紀念學業優異獎
麥治歡女士紀念學業優異獎
黃華英女士紀念學業優異獎
半群學社數學獎
明德新民校友學業優異獎
張訓聰校友伉儷學業優異獎
李韋希張元琦伉儷紀念學業優異獎
黃紹曾黃鄭道瑜伉儷學業優異獎
鄭李倩雯紀念獎
鄭何佩玉紀念獎
吳朱蓮芬學業優異獎
吳振生先生學業優異獎
吳多泰學業優異獎
胡百全學業優異獎
華僑工商學院院長王淑陶教授紀念學業優異獎
華僑工商學院校友會王淑陶院長紀念學業優異獎
華僑大學校長王淑陶教授紀念學業優異獎
聯合書院校友會紀念王淑陶教授學業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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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簡能教授學業優異獎
吳鴻照教授學業優異獎
香港東區扶輪社學業優異獎
岑才生學業優異獎
岑啟基學業優異獎
岑淑婉學業優異獎
岑維休新聞與傳播學業優異獎
沈日初學業優異獎
邵逸夫爵士學業優異獎
蘇文擢學業優異獎
聯合書院校友會有限公司學業優異獎
張煊昌學業優異獎
東華三院學業優異獎
美東聯合書院校友會明德新民學業優異獎
聯合書院領袖訓練學會學業優異獎
聯合書院教職員聯誼會學業優異獎
聯合書院教職員學業優異獎
衞國基莫錫瑤學業優異獎
黃仲安學業優異獎 
黃景芳學業優異獎
黃廖玉仙紀念獎
黄義華紀念學業優異獎
楊韓秀瓊紀念學業優異獎
英李淑貞學業優異獎
英汝興校友明德新民學業優異獎
余基祥學業優異獎
袁炳均校友明德新民學業優異獎
育華學業優異獎

榮譽嘉許狀
院長嘉許狀

學生發展獎項

課外活動及服務

蔡冠深書院服務優異獎
果敢與奉獻獎
創意學生活動獎勵計劃
黃友川教授紀念獎學金
范祖德課外活動獎
何萬森書院服務優異獎
積賢社會服務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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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安書院服務優異獎
陸炯鉀書院服務優異獎
明德新民傑出貢獻獎
黃李碧恥紀念獎學金
黃李碧恥女士社會服務獎
戴麟趾爵士獎學金
學生會書院服務獎
全年最佳學生團體獎
聯合書院恒生樓舊生會獎
聯合書院謝婉雯醫生紀念獎學金
聯合書院羅德學人校友獎
聯合書院社會服務獎
聯合書院社會工作系校友（1986）社會關懷獎
聯合書院新民獎

體育運動

捷和鋼鐵廠有限公司體育優異獎
何耀棣體育優異獎
何建陽校友傑出運動員獎
葉鎏忻校友體育精神獎
何張碧雲體育優異獎
麥永光划艇精英運動員住宿獎學金
聯合書院校友優秀籃球運動員獎
聯合書院優秀運動員獎
聯合書院傑出體育服務獎
聯合書院優秀體育隊伍獎
聯合書院傑出田徑運動員獎
聯合書院刷新運動紀錄獎
胡世榮最有價值運動員獎

全人發展及其他

杜祖貽校友中國傳統藝文創作年獎
馮秉芬獎
院長創作獎
何萬森通識專題研究論文獎
顧莉蘭獎學金
梁國安通識專題研究論文獎
馮燊均先生全人發展獎勵計劃
聯合書院權智創新與創業獎
聯合書院國術會李振雄師父德育獎
王德昭紀念學業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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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昭紀念獎學金
楊鍾基通識教育多媒體製作獎
張喜玲演藝優異獎

研究獎學金／暑期課程／交換計劃
萌芽學者學術交流計劃
張俏軒邁進地球村系列獎學金
周淑嫻邁進地球村系列獎學金
張宏毅邁進地球村系列獎學金
譚華正博士伉儷非本地進修獎
周紹棠研究獎學金
陳曾燾博士邁進地球村系列獎學金
陳曾燾博士中國內地考察獎學金
馮國培基金邁進地球村系列獎學金
邁進地球村系列文化學習計劃
邁進地球村系列暑期外地學分進修計劃
邁進地球村系列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暑期外地學分進修計劃
邁進地球村系列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暑期外地學分進修計劃
邁進地球村系列外地交換獎學金
邁進地球村系列外地實習／研究計劃
邁進地球村系列進修獎
何屈寶霞邁進地球村系列獎學金
何永恒邁進地球村系列獎學金
林佰平及林陳姲妮暑期留學獎
林宜龍內地實習獎勵計劃
劉淑棻邁進地球村系列獎學金
利錦桓岑淑婉非本地進修獎
李紹明邁進地球村系列獎學金
陸鏗邁進地球村系列獎學金
黃桂林伉儷海外進修獎學金
吳鏡蘇邁進地球村系列獎學金
太平洋保險聯合書院55邁進地球村系列獎學金
梁鶴年留學獎學金
思源立人薪火計劃獎學金
邵逸夫爵士留學獎學金
鄭棟材研究獎學金
曾肇添慈善基金邁進地球村獎學金
威廉士獎學金
游應森邁進地球村系列獎學金

學生旅費貸款
邁進地球村系列旅費貸款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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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貸款
書院貸款計劃（畢業年學生適用）
學生緊急貸款
黃鳳翎學生貸款

學生校園培訓及服務獎勵計劃
學生校園培訓及服務獎

助學金
關愛學生助學金
張俏軒住宿助學金
聯合苑之友住宿助學金
湯文亮住宿助學金
聯合書院住宿助學金
游應森住宿助學金
游應森校外住宿助學金

上列為書院所有獎項，並按實際情況頒發。

■■逸夫書院

獎學金
校友會校友服務獎
破紀錄運動員獎
書院榮譽獎狀
學系／課程獎
陳守仁博士交換生獎學金
卓越獎
一年級生獎
通識教育獎學金
語文獎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獎
余兵强伉儷紀念社區服務獎
余兵强伉儷紀念交換生獎學金
余兵强伉儷紀念學生活動獎
蔡韋愛玉紀念獎學金
曹陳惠聘女士紀念獎學金
黄惠玲女士獎學金
傑出運動員獎
優秀運動院隊獎
傑出書院學生團體獎
劉殿爵教授紀念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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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鶴强教授紀念獎學金
傑出一年級運動員獎
傑出一年級生獎
逸夫書院社區服務獎
逸夫書院交換生獎學金
逸夫書院學生活動獎
邵氏基金獎助學金
邵逸夫爵士金牌
年度男女運動員獎
教職員聯誼會學生服務獎
才藝獎
修德講學校友獎學金

助學金
龔念祖助學金
香港順龍仁澤基金有限公司助學金
古勝祥助學金
彭松喬助學金
利國偉助學金
馮顧麗華助學金
李達三夫人助學金
邵氏基金獎助學金

貸款
書院交換計劃貸款
陳廷驊貸款基金
邵氏基金學生貸款

■■晨興書院

獎學金及獎項
程佩玉紀念獎學金
Maple Bank Scholarship 
院長榮譽狀
黃綿新獎學金
晨興卓越成就獎
晨興書院獎學金
晨興書院獎學金 (入學獎學金)
晨興優異服務獎
晨興傑出貢獻獎
晨興創投獎學金 (入學獎學金)
誠興銀行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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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力勤先生及紀吳秀琴女士慈善基金獎學金
微山湖獎學金

交流獎學金
馮為佳及 Hanne Fung 國際交流學生獎學金
大和證券獎學金
李炫志國際交流獎學金
梁潘月歡國際交流獎學基金
晨興書院交流獎學金(入學獎學金)
晨興創投國際交流獎學基金
王淑華國際交流獎學基金

助學金
書院助學金
書院會議助學金
書院緊急援助基金
書院交流助學金

■■善衡書院

獎學金／經濟援助

何子樑醫生伉儷傑出學生獎學金

何子樑醫生伉儷醫學生全額獎學金
何子樑醫生伉儷傑出醫學生獎學金
何子樑醫生伉儷傑出護理學生獎學金

新生入學獎學金

善衡書院傑出新生獎學金（本港）
善衡書院傑出新生獎學金（內地）
善衡書院傑出新生獎學金（海外）
善衡書院雙語傑出新生獎
善衡書院新生才藝獎學金

交換生獎學金

善衡書院兩岸三地學術交流獎學金
善衡書院海外交流計劃獎學金（暑期交流計劃）
善衡書院傑出海外留學獎學金
善衡書院何善衡慈善基金會交換生獎學金
善衡書院外地服務獎學金
善衡書院海外學術交流獎學金
善衡書院伍宜孫基金交換生獎學金
善衡書院楊志雲慈善基金交換生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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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學術獎學金

善衡書院學業躍進獎學金
善衡書院年度傑出學術表現獎學金
善衡書院院長榮譽獎
善衡書院傑出學生獎
善衡書院住宿獎學金

全人發展獎學金

善衡書院傑出書院貢獻獎
善衡書院學生活動獎
善衡書院全人發展金章獎

通識教育及展藝獎學金

善衡書院通識教育（總結課程）獎學金 
善衡書院通識教育（啟導課程）獎學金
善衡書院卓越才藝獎學金

畢業生獎學金

善衡書院文行忠信傑出獎
何添基金會劍橋大學休斯學院獎學金

卓越服務獎

善衡書院卓越社會服務貢獻獎
善衡書院社會服務優異獎

助學金

善衡書院住宿膳食助學金

學生貸款

善衡書院文化旅遊免息貸款
善衡書院交換生旅費免息貸款
善衡書院何善衡慈善基金免息貸款

學生工讀計劃

善衡書院學生工讀計劃

■■敬文書院

獎學金／助學金
查濟民劉璧如名力集團獎學金
香港中文大學金禧敬文書院獎學金
朱敬文教育基金獎學金
陳龍威醫生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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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nestine Farrell Memorial Scholarship
蓬瀛仙館獎學金
王紓獎學金
張國英獎學金
賴平紀念獎學金
Lanson Foundation Scholarships
李惠榮獎學金
廖遠東紀念獎學金
美國密西西比女子大學朱氏學人獎學金
梁善為獎學金
物理獎學金
楊均猷馬知鵠紀念獎學金
于宏碩教授獎學金
嚴氏獎學金
杜帶獎學金
文遜氏大學香港校友獎學金
Winbridge Scholarship
楊文初紀念獎學金

■■伍宜孫書院

獎學金及獎項
學業優異獎學金
學業成績進步獎
學業優異入學獎學金
藝術傑出入學獎學金
傑出運動員入學獎學金
書院服務獎
環保貢獻獎
黃學斌紀念獎學金（優異新生）
黃學斌紀念獎學金（優異金融新生）
黃學斌紀念獎學金（優異法律新生）
黃學斌紀念獎學金（優異醫學新生）
寰宇學術探索計劃獎
創新創意獎
林鼎光社會服務獎學金
劉張桂蘭宿生服務獎
院長嘉許狀
藝術傑出獎
傑出運動員獎
交流計劃報告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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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學篤行獎
專題討論報告獎
短期交流計劃獎學金
社會服務獎
學生團體獎
學生服務獎勵計劃
The “Sunny” Award
永隆銀行獎學金
黄家維交流獎學金

助學金及經濟援助
學生助學金
住宿助學金
緊急援助助學金
交流及旅費助學金
學生貸款
緊急援助貸款
交流及旅費貸款

■■和聲書院

新生入學獎學金

最傑出表現新生獎

李悟迪先生最傑出表現新生獎（非本地）
孫祥貞女士最傑出表現新生獎（本地）
和聲書院贊助人李和聲博士品學兼優新生獎（醫學院學生）
和聲書院創辦人李和鑫博士品學兼優新生獎（生命科學學院學生）
李秋華女士新生入學獎學金（內地生）
李嘯雲女士新生入學獎學金（國際生）

學業成績優異獎

和聲書院學業成績卓越新生獎
和聲書院學業成績傑出新生獎
和聲書院學業成績傑出新生獎（醫學院學生）
和聲書院學業成績傑出新生獎（生命科學學院學生）
和聲書院學業成績優秀新生獎

非學業成績獎

和聲書院成就卓越新生獎
和聲書院體藝非凡新生獎
和聲書院服務出色新生獎



	 228	 第六部	•	學費及獎助學金

第
六
部

其他獎學金

學生全人／均衡發展獎

和聲書院贊助人李和聲博士最高榮譽全人發展大獎
和聲書院知仁忠和傑出獎
和聲書院知仁忠和全人發展獎
和聲書院知仁忠和全人發展獎（醫學院學生）
和聲書院知仁忠和全人發展獎（生命科學學院學生）
創院院長畢業生榮譽金獎

學業成績優異獎

和聲書院傑出學生大獎
和聲書院優秀學生獎
和聲書院學業優異獎
和聲書院學業優異獎（醫學院學生）
和聲書院學業優異獎（生命科學學院學生）
和聲書院飛躍進步獎

海外交流資助獎學金

和聲書院海外交流獎學金

領導才能／課外活動／社會服務獎

和聲書院創辦人李和鑫博士卓越領袖獎
和聲書院服務勵行獎
陳萬雄博士傑出學生領袖獎
陳萬雄博士優秀書院大使獎
和聲書院優秀表現獎
和聲書院課外活動獎

非學業成就獎學金

和聲書院體育運動成就獎
和聲書院音樂成就獎
和聲書院藝術創意成就獎

助學金
李悟迪先生助學金（非本地）
孫祥貞女士助學金（本地）
和聲書院創辦人李和鑫博士助學金（非本地）
和聲書院贊助人李和聲博士助學金（本地）
黄宜弘博士海外研習旅費貸款計劃
和聲書院緊急生活費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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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條例

詳題

本條例旨在廢除和取代《香港中文大學條例》*，廢除《崇基學院法團條例》†、
《香港聯合書院託管董事局法團條例》‡及《新亞書院法團條例》§，並訂定	
關於崇基學院、聯合書院及新亞書院的新條文，為逸夫書院、晨興書院、善衡書
院、敬文書院、伍宜孫書院及和聲書院訂定條文，以及就相關事宜訂定條文。

（由1986年第59號第4條修訂；由2007年第18號第5條修訂；由2008年第2號	
第5條修訂）[1976年12月24日]（本為1976年第86號）

弁言

鑑於─
（a）	 香港中文大學於1963年根據《香港中文大學條例》*（第1109章，

1965年版）設立並成立為法團，為一所聯邦制大學；
（b）	 香港中文大學的原有書院為崇基學院、新亞書院及聯合書院；（由

1986年第59號第4條代替）
（c）	 現認為宜將上述書院根據其各別的章程及有關條例所獲賦予的某

些權力及職能轉歸香港中文大學，而該等書院的主要任務應為根
據香港中文大學的指示，提供學生為本教學；

（d）	 現亦認為宜對香港中文大學的章程作出某些更改；
（da）	香港中文大學的大學校董會已藉特別決議議決逸夫書院、晨興書

院、善衡書院、敬文書院、伍宜孫書院及和聲書院為香港中文大學
的成員書院；（由1986年第59號第4條增補。由2007年第18號第5條
修訂；由2008年第2號第5條修訂）

*	 “《香港中文大學條例》”乃“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rdinance”之譯名。
†	 “《崇基學院法團條例》”乃“Chung	Chi	College	Incorporation	Ordinance”之譯名。
‡	 “《香港聯合書院託管董事局法團條例》”乃“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United	College	of	
Hong	Kong	Incorporation	Ordinance”之譯名。

§	 “《新亞書院法團條例》”乃“New	Asia	College	Incorporation	Ordinance”之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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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現宣布香港中文大學（其主要授課語言為中文）須繼續─
（i）	 協力於知識的保存、傳播、交流及增長；
（ii）	 提供人文學科、科學學科及其他學科的正規課程，其水準當

與地位最崇高的大學須有及應有的水準相同；
（iii）	 促進香港的民智與文化的發展，藉以協力提高其經濟與社會

福利︰

1.	 簡稱
本條例可引稱為《香港中文大學條例》。

2.	 定義
（1）	 在本條例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已廢除條例”（repea led	Ord inance）指由第21條廢除的《香港中文大學條
例》*（第1109章，1965年版）；

“大學校董會”（C o u n c i l）、“教務會”（S e n a t e）、“校友評議會”
（Convocation）、“學院”（Faculties）、“專業學院”（Schools	of	Studies）
及“學務委員會”（Boards	 of	 Studies）分別指香港中文大學的校董會、教
務會、校友評議會、學院、專業學院及學務委員會；（由2005年第10號第21
條修訂）

“主管人員”（officers）指第5條所規定的香港中文大學主管人員；
“成員”（members）指規程訂明為香港中文大學成員的人士；
“成員書院”（constituent	 College）指第3條所規定的香港中文大學成員書院；

（由1986年第59號第４條代替。由2007年第18號第5條修訂）
“香港中文大學”（Un iver s i t y）指根據第4條而延續的香港中文大學（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原有書院”（original	College）指下列任何書院─

（a）	 崇基學院；
（b）	 聯合書院；
（c）	 新亞書院；（由1986年第59號第4條增補）

“書院校董會”（Board	of	Trustees）指任何原有書院的或逸夫書院的校董會；
（由1986年第59號第４條修訂；由2007年第18號第5條修訂）

“院長”（Head）就原有書院或逸夫書院而言，指有關書院的院長；（由2007年
第18號第5條代替）

“院校範圍”（precinct s）就香港中文大學而言，指丈量約份第42約地段第725
號的範圍；

“院務委員”（Fe l low）指成員書院的院務委員；（由1986年第59號第４條修
訂）

“院務委員會”（Assembly	of	Fellows）指成員書院的院務委員會；（由1986年第
59號第４條修訂）

*	 “《香港中文大學條例》”乃“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rdinance”之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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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teacher）指職級屬副講師及以上的香港中文大學全職教學人員；
“規程”（Statutes）指附表1所載並根據第13（1）條不時予以修訂或取代的香港

中文大學規程；
“畢業生”（graduates）、“學生”（students）分別指香港中文大學的畢業生及

學生；
“認可課程”（approved	course	of	study）指經教務會認可的課程；
“監督”（Chanc e l l o r）、“副監督”（Pro-Cha nc e l l o r）、“校長”（Vic e-

Chancellor）、“副校長”（Pro-Vice-Chancellors）及“司庫”（Treasurer）分
別指香港中文大學的監督、副監督、校長、副校長及司庫。
（2）	 特別決議指在大學校董會某次會議上通過，並在該會議後不少於	

1個月亦不多於6個月期間內舉行的另一次會議上獲得確認的決議，而該決議在
上述的每次會議中均由佔下述比例的人數批准通過─

（a）	 不少於出席會議並參與表決人數的四分之三；及
（b）	 不少於大學校董會全體校董的半數。

3.	 香港中文大學設有成員書院
（1）	 香港中文大學各成員書院為各原有書院、逸夫書院及其他藉條例

和按照大學校董會的特別決議而不時獲宣布為香港中文大學成員書院的機構。
（由1986年第59號第４條修訂）
（2）	 任何成員書院的章程條文，如與本條例相抵觸或不一致，即屬無效。

（由1986年第59號第４條修訂）
（3）	 不得基於性別、種族或宗教的理由而使任何人不能成為香港中文

大學成員。

4.	 香港中文大學法團地位的延續
（1）	 香港中文大學各成員書院及成員是一個或將繼續是一個名為香港

中文大學（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的法人團體，與根據《1963
年香港中文大學條例》*（1963年第28號）設立者為同一所大學。（由1986年第
59號第４條修訂）
（2）	 香港中文大學是永久延續的，可以該名義起訴與被起訴，並須備有

以及可使用法團印章，亦可接受他人饋贈的不動或可動產業或購買不動或可動
產業，並可持有或批出該等產業或將其批租或以其他方式處置。
（3）	 不得由香港中文大學或代香港中文大學向香港中文大學任何成員

派發股息或紅利、或向他們饋贈或分配金錢；但如屬獎賞、酬賞或特別補助
金，則不在此限。

*	 “《1963年香港中文大學條例》”乃“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rdinance	
1963”之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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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管人員
附註：與《2002年成文法（雜項規定）條例》（2002年第23號）所作的修訂相關的過渡性條文見
於該條例第65條。

（1）	 香港中文大學的主管人員指監督、副監督、校長、副校長、司庫、各
原有書院的及逸夫書院的院長、每一學院的院長、研究院院長、秘書長、教務
長、圖書館館長、財務長及其他藉特別決議指定為主管人員的人士。（由1986
年第59號第４條修訂；由2002年第23號第56條修訂；由2007年第18號第5條	
修訂）
（2）	 監督是香港中文大學的首長，可以香港中文大學的名義頒授學位。
（3）	 監督由行政長官出任。（由2000年第53號第3條修訂）
（4）	 監督可委任一人為香港中文大學的副監督；而副監督得行使規程所

訂明的權力和執行規程所訂明的職責，並可以香港中文大學的名義頒授學位。
（由2002年第23號第56條修訂）
（5）	 校長是香港中文大學的首席教務及行政主管人員，亦為大學校董及

教務會主席，可以香港中文大學的名義頒授學位。
（6）	 大學校董會於諮詢校長後，須從香港中文大學的常任教職員中委出

一名或多於一名副校長，行使大學校董會所指示的權力以及執行大學校董會所
指示的職責。
（7）	 在校長不在時，一名副校長須執行校長的一切職能及職責。（由

2002年第23號第56條修訂）
（8）	 司庫的委任方式及任期由規程訂明，其職責為由大學校董會所決	

定者。

6.	 大學校董會、教務會及校友評議會的設立
香港中文大學設有大學校董會、教務會及校友評議會，其各別的章程、權

力及職責為本條例及規程所訂明者。（由2005年第10號第22條修訂）

7.	 大學校董會的權力及職責
在符合本條例及規程的規定下，大學校董會─

（a）	 是香港中文大學的管治及行政機構；
（b）	 須管理和控制香港中文大學的事務、方針及職能；
（c）	 須控制和管理香港中文大學的財產及財政事務，包括各	

成員書院的財產，但大學校董會就任何原有書院或逸夫書院
的任何不動產行使上述控制及管理權時，如沒有有關書院的
書院校董會事先同意，則不得更改任何該等財產的用途；（由
1986年第59號第４條修訂；由2007年第18號第5條修訂）

（d）	 須為香港中文大學作出其認為適當的委任或聘任；
（e）	 有權批准香港中文大學就認可課程所收取的費用；
（f）	 須就香港中文大學印章的保管和使用作出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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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教務會的權力及職責
在符合本條例及規程的規定下，教務會須控制和規管以下事宜，但須受大

學校董會的審核─
（a）	 授課、教育及研究；
（b）	 為學生舉行考試；
（c）	 頒授榮譽學位以外的學位；
（d）	 頒授香港中文大學的文憑、證書及其他學術資格。

9.	 校友評議會的組成人員及職能
在符合本條例及規程的規定下，校友評議會須由畢業生及規程所訂明的

其他人士組成，而且可就影響或涉及香港中文大學權益的任何事宜，向大學校
董會及教務會陳述意見。（由2005年第10號第23條修訂）

10.	委員會
（1）	 大學校董會及教務會可設立其認為適合的委員會。
（2）	 除非另有規定，否則任何委員會的部分成員可由並非大學校董或並

非教務會成員的人士（視屬何情況而定）組成。
（3）	 在符合本條例及規程的規定下，大學校董會及教務會可將其任何權

力及職責轉授予任何委員會或任何主管人員，並可就該項轉授施加條件。
（4）	 根據本條設立的任何委員會，可就舉行會議訂立其認為適合的常

規，包括有關容許委員會主席投決定票的條文。

11.	 教職員的聘任
在符合本條例及規程的規定下，大學校董會須按其認為適合的條款及條

件聘任香港中文大學的教職員。

12.	學院等
（1）	 大學校董會可設立其認為適合的學院、專業學院及其他機構。
（2）	 大學校董會可根據教務會的建議，成立大學校董會不時決定成立

的促進研修及學習的機構。
（3）	 教務會可設立其不時決定設立的學務委員會。

13.	規程
（1）	 大學校董會可藉特別決議訂立規程，就以下事宜訂明或訂定條文，

但規程須經監督批准─
（a）	 香港中文大學的行政；
（b）	 關於香港中文大學成員的事宜；
（c）	 香港中文大學主管人員及教師的聘任、選舉、辭職、退休及

免職；
（d）	 考試；
（e）	 學位的頒授及其他學術資格的頒授；
（f）	 大學校董會及教務會的組成人員、權力及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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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學院及專業學院，關於其成員的事宜及其職能；
（h）	 學務委員會，關於其成員的事宜及其職能；
（i）	 校友評議會；（由2005年第10號第24條修訂）
（j）	 關於香港中文大學、大學校董會、教務會、監督、副監督、	

校長、副校長、其他主管人員、教師及其他成員行使任何職
能的事宜；

（k）	 財務程序；
（l）	 作為參加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的考試的一項條件，或為獲頒

授香港中文大學學位或獲頒授文憑、證書或其他學術資格，
或為修讀香港中文大學延伸課程，或為任何類似的目的而須
向香港中文大學繳付的費用；

（m）	學生的取錄、福利及紀律；及
（n）	 概括而言，為本條例的施行。

（2）	 附表1所載的規程均屬有效，猶如該等規程是根據第（1）款訂立和
批准的一樣。

14.	校令及規例
在符合本條例及規程的規定下，大學校董會及教務會可不時分別訂立校令

及規例，就香港中文大學的事務作出指示和規管。

15.	學位及其他資格頒授
香港中文大學可─

（a）	 頒授規程所指明的學位；
（b）	 頒授文憑、證書及規程所指明的其他學術資格；
（c）	 向並非香港中文大學成員的人士提供香港中文大學決定提

供的講座及指導；
（d）	 按照規程頒授榮譽碩士學位或榮譽博士學位；及
（e）	 在符合規程的規定下，撤回香港中文大學頒授予任何人的學	

位或文憑、證書或其他學術資格。

16.	榮譽學位委員會
香港中文大學設有榮譽學位委員會，該委員會根據規程的規定組成，就頒

授榮譽學位的事宜向大學校董會提供意見。

17.	 文件的簽立及認證
任何看來是經蓋上香港中文大學印章而簽立，並由監督、副監督、校長、

一名副校長或司庫簽署，以及由秘書長加簽的文書，一經交出，即須收取為證
據而無須再加證明，而且除非相反證明成立，否則該文書須當作為如此簽立的	
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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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地稅
附註：具追溯力的適應化修訂─見2000年第53號第3條
就政府批予香港中文大學的所有土地而須向政府繳付的地稅，以每年總額

$10為限。（由2000年第53號第3條修訂）

19.	（已失時效而略去）

20.	雜項條文（由2007年第18號第5條修訂）
（1）	《崇基學院法團條例》*（第1081章，1964年版）、《香港聯合書院託

管董事局法團條例》†（第1092章，1964年版）及《新亞書院法團條例》‡（第1118
章，1967年版），現予廢除。
（2）	 附表3列出各原有書院的書院校董會的章程及權力。（由2007年第

18號第5條代替）
（3）	 附表4列出逸夫書院的書院校董會的章程及權力。（由2007年第18

號第5條代替）

21.	 《香港中文大學條例》及規程的廢除
《香港中文大學條例》§（第1109章，1965年版）及《香港中文大學規程》¶

（第1109章，附屬法例，1968年版），現予廢除。

22.	保留條文及過渡性條文
附註：具追溯力的適應化修訂─見2000年第53號第3條
（1）	 根據已廢除條例委出的大學校董會及教務會，須繼續作為香港中

文大學的大學校董會及教務會，直至新的大學校董會及教務會根據規程組成
為止。
（2）	 根據已廢除條例作出的其他委任或聘任，不受廢除一事所影響，而

除非另予更改，否則該等委任或聘任仍按照相同的條款及條件繼續有效，猶如
本條例未曾制定一樣。
（3）	 所有在緊接本條例生效日期前歸屬香港中文大學的財產（不論是動

產或不動產）、權利及特權，須按照其在該日期歸屬香港中文大學所按照的條
款及條件（如有的話）繼續歸屬香港中文大學，而香港中文大學在緊接本條例
生效日期前所承擔的義務及法律責任，須由香港中文大學繼續承擔。
（4）	 本條例的條文不影響亦不得當作影響中央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根據《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所享有的權利或任何政治體或法人團體或	
任何其他人的權利，但本條例所述及者和經由、透過他們或在他們之下作申索
者除外。（由1986年第59號第4條增補。由2000年第53號第3條修訂）

*	 “《崇基學院法團條例》”乃“Chung	Chi	College	Incorporation	Ordinance”之譯名。
†	 “《香港聯合書院託管董事局法團條例》”乃“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United	College	of	
Hong	Kong	Incorporation	Ordinance”之譯名。

‡	 “《新亞書院法團條例》”乃“New	Asia	College	Incorporation	Ordinance”之譯名。
§	 “《香港中文大學條例》”乃“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rdinance”之譯名。
¶	 “《香港中文大學規程》”乃“Statute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之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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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第2及13（2）條〕

香港中文大學規程

附註：與《2002年成文法（雜項規定）條例》（2002年第23號）所作的修訂相關的過渡性條文見
於該條例第65條。

規程1
釋義

在本規程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院長”（Dean）指學院院長或研究院院長（視屬何情況而定）；（1995年第101

號法律公告）
“書院”（Col lege）指第3條所規定的香港中文大學成員書院；（1986年第59號

第4條；2007年第18號第5條）
“研究院”（Graduate	 School）指香港中文大學的研究院；（1995年第101號法

律公告）
“條例”（Ordinance）指《香港中文大學條例》（第1109章）；
“教授”（Pro fe s s o r）指教授及該等在2010年1月1日前獲聘任的講座教授；

（2010年第174號法律公告）
“常務副校長”（Provost）指由大學校董會聘任的香港中文大學常務副校長；

（2012年第53號法律公告）
“專業學院院長”（Director	of	 a	School）指專業學院的院長；（2010年第174號

法律公告）
“單位”（unit）指大學校董會根據條例第12條設立或成立的機構；（2002年第

25號法律公告）
“新增書院”（addit ional	 College）指除原有書院或逸夫書院外的成員書院；

（2007年第18號第5條）
“學系”（Department）指大學校董會根據教務會建議而在學院設立的學系，而

“各學系”（Departments）須據此解釋，如文意准許，學系亦指專業學院，
而就學系的系主任而言亦指專業學院院長。（1994年第452號法律公告；
2012年第53號法律公告）

規程2
大會

1.	 整所香港中文大學舉行大會的時間、地點及程序，由監督決定。
2.	 大會由監督主持；如監督不在，則由以下其中一人主持大會─
（a）	 副監督；
（b）	 大學校董會主席；
（c）	 校長；
（d）	 在校長不在時執行校長的職能及職責的副校長。
（2002年第23號第57條）

3.	 每學年須最少舉行大會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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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程3
香港中文大學成員

香港中文大學成員指─
（a）	 監督；
（b）	 副監督；
（c）	 校長；
（d）	 副校長；
（e）	 司庫；
（f）	 大學校董；
（g）	 各原有書院的及逸夫書院的院長；（2007年第18號第5條）
（h）	 教務會成員；
（i）	 榮休教授、榮譽教授及研究教授；（2010年第174號法律公告）
（j）	 教師；
（k）	 秘書長、教務長、圖書館館長及財務長；（2002年第23號第58條）
（ka）	大學輔導長；（1988年第251號法律公告；1991年第114號法律	

公告）
（l）	 在香港中文大學擔任其他職位或接受香港中文大學所作的其他委

任或聘任的其他人士，而上述人士、職位、委任或聘任均為大學校
董會所不時決定者；

（m）	畢業生及其他按照規程18有權名列校友評議會名冊的人士；（2005
年第10號第25條）

（n）	 學生。

規程4
監督

1.	 監督如出席香港中文大學的大會，則須主持該大會。
2.	 監督有權─
（a）	 要求校長及大學校董會主席就任何關於香港中文大學福利的事宜

提供資料，而校長及校董會主席有責任提供該等資料；及
（b）	 在接獲上述資料後，向大學校董會建議採取監督認為適當的	

行動。

規程5
副監督

1.	 經監督授權後，副監督可代其行使規程賦予監督的任何權力，或執行規程
委予監督的任何職責。

2.	 副監督可藉致予監督的書面通知而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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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程6
校長

1.	 校長由大學校董會在接獲有關委員會的意見後聘任；該委員會由大學校董
會設立，並由大學校董會主席、大學校董會在其成員當中指定的3名大學校
董及教務會在其成員當中指定的3名教務會成員組成。

2.	 校長的任期及聘任條款由大學校董會決定。
3.	 校長─
（a）	 有權及有責任就任何影響香港中文大學的政策、財政及行政的事

宜，向大學校董會提供意見；
（b）	 就維持香港中文大學的效率及良好秩序以及確保規程、校令及規例

的妥善執行，向大學校董會全面負責；
（c）	 如已着令任何學生暫時停學或將任何學生開除，則須於教務會舉

行下次會議時向教務會報告；
（d）	 有權委任一人在副校長、學院院長、系主任、專業學院院長、秘書

長、教務長、圖書館館長或財務長的職位暫時懸空期間，或在擔任
任何上述職位的人暫時不在或暫無能力期間，履行該人的職能和
職責；（1994年第452號法律公告；2002年第23號第59條；2010年	
第174號法律公告）

（e）	 有權在緊急情況下委任校外考試委員。

規程7
常務副校長及副校長

（2012年第53號法律公告）

常務副校長及副校長須按大學校董會所決定的任期及條款由大學校董會
聘任。

規程8
司庫

司庫由大學校董會委任，任期為3年，並可再獲委任，而每次再獲委任的任
期為3年。

規程9
各原有書院的及逸夫書院的院長
（2007年第18號第5條）

1A.	本則規程僅適用於各原有書院及逸夫書院，並僅就該等書院適用。	
（2007年第18號第5條）

1.	 除首任書院院長外，每一書院的院長均由大學校董會根據下述委員會的推
薦而委任或再度委任，該委員會由下列人士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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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校長，為該委員會的主席；
（b）	 將委任或再度委任院長的書院的校董一名，由有關書院校董會選

出；及
（c）	 由該書院的院務委員會根據規程16第6（b）段為此目的而選出的該

書院院務委員6名。
2.	 每一書院的首任院長由大學校董會根據校長的推薦而委任，任期由大學校

董會決定，校長在作出該項推薦時須諮詢有關書院的書院校董會主席。
3.	 除首任書院院長外，書院院長的任期為4年，並有資格再獲委任，但以2次

為限，每次任期為3年。
4.	 書院院長負責有關書院及編配予該書院的學生的福利事宜，並須就該書院

的運作及事務與校長緊密合作。
5.	 書院院長為有關書院的院務委員會主席。
6.	 書院院長須為學者，但在其獲委任為院長時無須為香港中文大學的教務

人員。

規程10
秘書長及其他主管人員

1.	 秘書長─
（a）	 由大學校董會根據敘聘諮詢委員會的推薦而聘任；
（b）	 為香港中文大學法團印章的保管人；
（c）	 與教務長為香港中文大學紀錄的共同保管人；
（d）	 為大學校董會秘書；
（e）	 須履行條例及規程所指明的職責以及大學校董會所決定的其他	

職責。
2.	 教務長─
（a）	 由大學校董會根據敘聘諮詢委員會的推薦而聘任；
（b）	 須備存登記冊，按規程3所指明的香港中文大學成員各別的資格登

記香港中文大學的全體成員；
（c）	 與大學校董會秘書為香港中文大學紀錄的共同保管人；
（d）	 為教務會秘書；
（e）	 須履行條例及規程所指明的職責以及大學校董會及教務會所決定

的其他職責；
（f）	 可由代理代其行使其作為各學院院務會秘書的職能。

3.	 圖書館館長─
（a）	 由大學校董會根據敘聘諮詢委員會的推薦而聘任；
（b）	 負責管理香港中文大學的圖書館服務；
（c）	 須履行大學校董會於諮詢教務會後所決定的職責。

4.	 財務長──（2002年第23號第60條）
（a）	 由大學校董會根據敘聘諮詢委員會的推薦而聘任；
（b）	 負責備存香港中文大學的所有帳目及大學校董會所決定備存的	

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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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須履行大學校董會所決定的其他與香港中文大學財政及其他事宜
有關的職責；

（d）	 為財務委員會秘書。
5.	 大學輔導長─（1991年第114號法律公告）
（a）	 由大學校董會根據校長的推薦而聘任；
（b）	 任期由大學校董會決定；
（c）	 須就大學校董會所決定而與學生事務有關的職責向校長負責；
（d）	 可獲指定為主管人員。（1988年第251號法律公告）

規程11
大學校董會

1.	 大學校董會由下列人士組成─
（a）	 主席，由監督根據大學校董會的提名而從（k）、（l）、（m）及（n）分

節所指的人士當中委出；
（b）	 校長；
（c）	 副校長；
（d）	 司庫；
（da）	大學校董會所委任的終身校董；（1981年第31號法律公告）
（e）	 就各原有書院及逸夫書院而言，每一書院的書院校董會從其校董

當中所選出的校董2名；（2007年第18號第5條）
（f）	 各原有書院的及逸夫書院的院長；（2007年第18號第5條）
（g）	 每一學院的院長及研究院院長；
（h）	 就各原有書院及逸夫書院而言，每一書院的院務委員會所選出的院

務委員1名；（2007年第18號第5條）
（i）	 教務會從其教務成員當中所選出的成員3名；
（j）	 （由1997年第481號法律公告廢除）；
（k）	 監督所指定的人士6名；（1997年第481號法律公告）
（l）	 由立法會議員（官守議員除外）互選產生的人士3名；（1987年第67

號第2條；2000年第53號第3條）
（m）	 大學校董會所選出的通常在香港居住的人士不超過6名；（1997年

第481號法律公告）
（n）	 在大學校董會指定的日期後，由校友評議會按大學校董會決定的

方式選出的校友評議會成員，人數由大學校董會不時決定，但不得
超逾3名。（2005年第10號第26條）

2.	 （1）	 在香港中文大學任職的人士，沒有資格根據第1（k）、（l）、（m）或
（n）段獲指定或被選舉為大學校董。

（2）	 （由1997年第481號法律公告廢除）
3.	 大學校董會主席的任期為3年，並可再獲委任，每次任期為3年。
3A.	大學校董會主席可以香港中文大學的名義頒授學位。（2002年第23號	

第6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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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獲指定或經選舉產生的大學校董，任期由獲指定或當選的日期起計
為3年，並有資格再獲指定或再被選舉：

	 	 但根據第1段（e）、（h）、（i）、（l）或（n）分節選出的大學
校董，如停止出任選出他的團體的成員，即須停止出任大學校董。
（1993年第438號法律公告）

（1A）	經選舉產生的大學校董如根據第（1）節的但書停止出任大學校董，
則選出該名校董的團體須妥為選出一名繼任人出任大學校董，任期
不得超逾3年。該名繼任人有資格再被選舉，而第（2）節對其再被
選舉一事適用。（1993年第438號法律公告）

（2）	 再度指定或再度選出某人出任大學校董的團體，可再度指定或再度
選出（視屬何情況而定）該人出任大學校董，任期為3年或少於3年。
（1988年第20號法律公告）

5.	 如任何獲指定或經選舉產生的大學校董在任內去世或辭職，則指定或選
出該名校董的團體須妥為指定或選出（視屬何情況而定）一名繼任人出任
大學校董，任期不得超逾3年。該名繼任人有資格再獲指定或再被選舉，而
第4（2）段對其再獲指定或再被選舉一事適用。（1988年第20號法律公告；
2000年第257號法律公告）

6.	 按第1（b）、（c）、（d）、（f）及（g）段的規定出任大學校董的人士，在擔任
其藉以成為大學校董的職位的期間繼續出任大學校董。

7.	 大學校董會得從其校董當中選出副主席1名，任期為2年，任滿後可再被	
選舉。

8.	 在符合條例及規程的規定下，以及在不減損大學校董會權力的一般性的
原則下，現特別訂明─
（1）	 大學校董會具有權力─

（a）	 訂立規程，但任何一則規程不得在教務會有機會就該則規
程向大學校董會作出報告之前訂立；

（b）	 在獲得授權或可能獲得授權為某個目的訂立校令的情況下，
為該目的訂立校令，但任何校令不得在教務會有機會就其向
大學校董會作出報告之前訂立；

（c）	 將屬於香港中文大學的任何款項投資；
（d）	 代香港中文大學借入款項；
（e）	 代香港中文大學出售、購買、交換或租賃任何土地財產或非

土地財產，或接受任何土地財產或非土地財產的租賃；
（f）	 代香港中文大學訂立、更改、履行和取消合約；
（g）	 就各原有書院及逸夫書院而言，規定每一書院的書院校董

會按大學校董會所決定的格式及時間，每年交出其經審計
的帳目；（2007年第18號第5條）

（h）	 接受來自公共來源而用於資本開支及經常開支的資助；
（i）	 每年並依照大學校董會不時決定的較長時間收取與批准由

校長經諮詢教務會後提交的開支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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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接受饋贈，並批准各書院接受饋贈（但可附加大學校董會認
為適合的條件）；

（k）	 為香港中文大學僱用的人士及其妻子、遺孀和受養人提供
福利，包括付予金錢、退休金或其他款項，並為該等人士的
利益而供款予僱員福利基金及其他基金；

（l）	 就學生的紀律及福利事宜作出規定；
（m）	建議頒授榮譽學位；
（n）	 在教務會作出報告後，設立額外的學院、學系或專業學院或

取消、合併或分拆任何學院、學系或專業學院；（1994年第
452號法律公告；2010年第174號法律公告）

（na）	根據教務會的建議決定每一學院及其屬下學系及每一專業
學院的組織或結構，並對該組織或結構作出大學校董會認
為適合的更改；（1994年第452號法律公告；2010年第174號
法律公告）

（o）	 訂明香港中文大學的各項收費；
（2）	 大學校董會的職責為─

（a）	 委任銀行、核數師及大學校董會認為宜於委任的其他代	
理人；

（b）	 委出行政與計劃委員會；
（c）	 就香港中文大學的一切收入及支出以及香港中文大學的資

產及債務，安排備存妥善的帳簿，使該等帳簿真實而公正地
反映香港中文大學的財務往來情況及財務狀況；

（d）	 安排於大學校董會所決定的每個財政年度完結後6個月內審
計香港中文大學的帳目；

（e）	 提供香港中文大學需用的建築物、圖書館、實驗室、處所、家
具、儀器及其他設備；

（f）	 於諮詢教務會後，鼓勵香港中文大學成員從事研究工作，並
為香港中文大學成員從事研究工作提供條件；

（g）	 檢討香港中文大學的學位課程、文憑課程、證書課程及為香
港中文大學其他資格頒授而設的課程的授課及教學事宜；

（h）	 於諮詢教務會後，設立所有教學職位；
（i）	 管理或安排管理為香港中文大學僱用的人士的利益而設的

一項或多於一項公積金；
（ia）	 按照大學校董會不時決定的條款及條件及程序，為香港中文

大學作出大學校董會認為需要的委任或聘任，以及在諮詢
教務會或教務會為聘任教師的目的而指定的教務會成員後，
作出教師的聘任；（2010年第174號法律公告）

（j）–（k）–（l）	（由2010年第174號法律公告廢除）



	 香港中文大學條例	 245

第
七
部

（m）	根據教務會的推薦，為每一學系委任一名系主任、為每一專
業學院委任一名專業學院院長以及為每個不隸屬某一學系
或專業學院的學科委任一名學科主任；（1994年第452號法
律公告；2010年第174號法律公告）

（n）	 根據教務會的推薦，委任校外考試委員；
（o）	 為印刷和出版香港中文大學發行的作品提供條件；及
（p）	 審議教務會的報告，如大學校董會認為適宜就該報告採取

行動，則採取有關行動。
9.	 大學校董會每學年須最少舉行會議3次，並須於大學校董會主席、校長或

任何5名大學校董提出書面要求時，舉行額外會議。
9A.	大學校董會可藉傳閱文件的方式處理其任何事務。除非校長或有5名大學

校董，以書面要求大學校董會主席將正如此處理的事務的某個別項目提交
大學校董會下次會議，否則由過半數大學校董以書面通過的書面決議的有
效性及效力，均猶如該決議是在大學校董會會議上通過的一樣。（1998年
第256號法律公告）

10.	 秘書長須就大學校董會會議的舉行，向每名有權接收該會議通知的人士
發出7天書面通知，並將該會議的議程一併送交；如主席或任何2名與會的
校董反對，則不得處理任何不在議程內的事務。

11.	 大學校董會可為妥善處理其事務而訂立常規，並可在大學校董會任何會議
上藉過半數票而修訂或撤銷該等常規，但秘書長須已就有關修訂或撤銷
的建議，向大學校董發出不少於7天的書面通知。

12.	 大學校董會會議的法定人數為12人。

規程11A 
新增書院的章程

1.	 每一新增書院須有各自的章程，而該章程須經大學校董會批准。
2.	 每一新增書院的名稱、結構及組織須由大學校董會決定。（2007年第18號

第5條）

規程12
財務程序

1.	 財政年度由大學校董會訂定。
2.	 大學校董會設有一個名為財務委員會的委員會，該委員會由下列人士組	

成─
（a）	 司庫，為該委員會的主席；
（b）	 校長或其代表；
（c）	 各原有書院的及逸夫書院的院長；及（2007年第18號第5條）
（d）	 大學校董會所委任的其他人士3名，其中包括並非大學校董的	

人士。
	 凡屬大學校董會管轄範圍內而又在財務方面有重大關連的事宜，均須提交

財務委員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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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財務委員會須於財政年度開始前，向大學校董會呈交香港中文大學的收支
預算草案，而該等預算經作出大學校董會認為適合的修訂後，須於財政年
度開始前由大學校董會予以批准。

4.	 上述預算須列明有關年度香港中文大學的收支及預算的盈餘或赤字。預
算開支須在款、項及（如適用的話）分項之下列明。款與款或項與項之間的
任何調撥，須經財務委員會認許。分項之間的任何調撥，則須經校長及司
庫認許，但如分項之間的調撥僅涉及某一原有書院或逸夫書院，則須經有
關書院的院長認許，但該等調撥須符合財務委員會所發出的規則及指示。
（2007年第18號第5條）

5.	 財務委員會須於大學校董會決定的時間就款與款或項與項之間的任何
調撥向大學校董會作出報告。大學校董會可於有關財政年度內調整該等	
預算。

6.	 資產負債表、收支表及補充附表須於財政年度終結後，在切實可行範圍內
盡快送交核數師。

7.	 經審計的帳目須連同核數師就該等帳目所作的評註呈交大學校董會。
8.	 本則規程並不剝奪大學校董會隨時將盈餘或預期盈餘投資的權力。

規程13
行政與計劃委員會

1.	 大學校董會設有一個名為行政與計劃委員會的委員會，該委員會由下列人
士組成─
（a）	 校長，為該委員會的主席；
（b）	 副校長；
（c）	 各原有書院的及逸夫書院的院長；（2007年第18號第5條）
（d）	 每一學院的院長及研究院院長；
（e）	 秘書長；
（f）	 教務長；
（g）	 財務長；及	（2002年第23號第62條）
（h）	 大學輔導長。（1999年第103號法律公告）
委員會秘書由秘書長或其代理出任。（1999年第103號法律公告）

2.	 在符合條例及規程的規定下，行政與計劃委員會的職責為─
（a）	 協助校長執行其職責；
（b）	 提出香港中文大學發展計劃；
（c）	 協助校長審核與統籌香港中文大學經常及資本開支的年度預算及

補充預算，然後轉交大學校董會的財務委員會；
（d）	 在助教級及更高職級或職級與此等職級同等的教務人員及行政人

員的聘任作出之前，對該等聘任進行審核或建議作出該等聘任；
（e）	 處理大學校董會提交該委員會處理的其他事宜。

3.	 行政與計劃委員會須經校長向大學校董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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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程14
教務會

1.	 教務會由下列人士組成─
（a）	 校長，為該會主席；
（b）	 副校長；
（c）	 各原有書院的及逸夫書院的院長；（2007年第18號第5條）
（d）	 每一學院的院長及研究院院長；
（e）	 講座教授，如某學系及某專業學院並無聘任講座教授，則為該學系

及該專業學院英文職銜稱為Reader的教授，及該學系及該專業學
院內任何其他由大學校董會決定為職系相等於或高於英文職銜稱
為Reader的教授的教授；（2010年第174號法律公告；2012年第53號
法律公告）

（f）	 並無根據（e）分節成為教務會成員的各學系的系主任及學科主任；
（1994年第452號法律公告）

（fa）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院長；（2000年第257號法律公告；
2007年第38號法律公告）

（g）	 就各原有書院及逸夫書院而言，每一書院的院務委員會所選出的院
務委員2名；（1987年第25號法律公告；2007年第18號第5條）

（h）	 教務長；
（i）	 圖書館館長；（1994年第452號法律公告）
（j）	 大學輔導長；（1988年第251號法律公告；1991年第114號法律公告）
（k）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1988年第251號法律公告）
（l）	 香港中文大學每一學院的學生1名，由在有關學院全時間修讀香港

中文大學學位認可課程的學生互選產生；（1996年第175號法律公
告；2000年第357號法律公告）

（m）	就各原有書院及逸夫書院而言，代表香港中文大學每一書院的學
生會的1名學生，由全時間修讀香港中文大學學位認可課程並屬該
學生會的成員的學生互選產生。（2000年第357號法律公告；2007
年第18號第5條）

2.	 教務會成員（根據第1（g）段選出的院務委員及根據第1（l）或（m）段選出
的學生成員除外）只在擔任其藉以成為教務會成員的職位的期間繼續出任
教務會成員。（1988年第251號法律公告；2000年第357號法律公告；2007
年第18號第5條）

3.	 （a）	 根據第1（g）段選出的院務委員，任期由當選日期起計為2年，並有
資格再被選舉，但他們如不再被編配予選出他們的院務委員會所
屬的書院，即須停止出任教務會成員。如任何經選舉產生的成員去
世或辭去其於教務會內的職務，或停止出任有關書院的院務委員
（他是由該書院的成員選出的），則須妥為選出一名繼任人出任教
務會成員，任期以其前任人剩餘的任期為限。

（b）	 第1（l）或（m）段所指的學生成員，須按教務會決定的方式選出。
（1988年第251號法律公告；2000年第357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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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根據第1（l）或（m）段選出的學生成員，任期為1年，並有資格再被
選舉，但任何學生不得連任教務會成員超過2屆。如任何學生成員
辭職或停止出任教務會成員，而其剩餘的任期尚有6個月或以上，則
須按照（b）分節選出一名繼任人在該段剩餘的任期內出任教務會
成員；但如該名學生成員剩餘的任期少於6個月，則無須選出繼任
人在該段剩餘的任期內出任教務會成員。（1988年第251號法律公
告；2000年第357號法律公告）

（d）	 任何學生成員，如不再是香港中文大學的註冊學生，或被着令暫時
停止全時間修讀香港中文大學的課程，則須停止出任教務會成員。
（1988年第251號法律公告）

4.	 在符合條例及規程的規定下，教務會具有以下權力及職責─
（a）	 推動香港中文大學成員從事研究工作；
（b）	 規管各認可課程取錄學生及該等學生修讀該等課程的事宜，並在妥

為顧及學生與各書院的意願後，將學生編配予各書院；
（c）	 指導和規管認可課程的授課及教學事宜，並舉行香港中文大學的學

位、文憑、證書及其他資格頒授的考試；
（d）	 根據每一書院的院務委員會的意見而考慮為推行學生為本教學所

需的措施，並考慮為推行學科為本教學所需的措施；
（e）	 在有關學院作出報告後，訂立規例以實施與認可課程及考試有關的

規程及校令；
（f）	 在有關學系的系務會及專業學院的院務會作出報告後，委出校內考

試委員；（1994年第452號法律公告；2010年第174號法律公告）
（g）	 在有關學系的系務會及專業學院的院務會作出報告後，推薦校外考

試委員以由大學校董會委任；（1994年第452號法律公告；2010年第
174號法律公告）

（h）	 建議頒授學位（榮譽學位除外），並頒授文憑、證書及其他資格；
（i）	 在符合捐贈人所訂立並經大學校董會接納的條件下，訂定競逐香

港中文大學獎學金、助學金及獎項的時間、方式及條件，並頒發該
等獎學金、助學金及獎項；

（j）	 （由2012年第53號法律公告廢除）
（ja）	 編配教師予─

（i）	 學院、學系及專業學院；及
（ii）	 單位（如教務會認為就該等單位而言是適合的）；（2002年

第25號法律公告）
（k）	 （由2010年第174號法律公告廢除）
（l）	 就所有規程及校令以及擬對該等規程及校令作出的修改，向大學校

董會報告；
（m）	就任何學術事宜向大學校董會報告；
（n）	 討論任何與香港中文大學有關的事宜，並將其意見向大學校董會	

報告；



	 香港中文大學條例	 249

第
七
部

（o）	 就大學校董會提交教務會處理的事宜向大學校董會報告；
（p）	 審議香港中文大學的開支預算，並就該等預算向大學校董會報告；
（q）	 制訂、修改或調整有關各學院組織的方案，並將有關科目分別編配

予該等學院；並就是否宜於在某時間設立其他學院或是否宜於將
某學院取消、合併或分拆，向大學校董會報告；

（r）	 （由1994年第452號法律公告廢除）
（s）	 監管圖書館及實驗室；
（t）	 以學業理由要求任何本科生或學生停止在香港中文大學進修；
（u）	 決定─

（i）	 學年的長度，為期不得超逾連續12個月；及
（ii）	 作為學年部分的各個學期；

（v）	 行使大學校董會授權或規定的其他權力，以及執行大學校董會授
權或規定的其他職責。

5.	 教務會每學年須最少舉行會議3次，並須按主席的指示或於任何10名教務
會成員提出書面要求時，隨時舉行額外會議。（1988年第251號法律公告）

5A.	（a）	 教務會可決定─
（i）	 是否容許教務會的學生成員及教務會所設立的委員會及其

他團體的學生成員參與會議中審議保留事項的部分；及
（ii）	 （如他們被容許參與）他們參與的方式。（2006年第5號法

律公告）
（aa）	被容許參與會議中審議保留事項的部分的該等學生成員，可在

教務會決定的條件規限下，取用和閱讀與該等事項有關的文件。
（2006年第5號法律公告）

（b）	 保留事項即以下各項─
（i）	 影響香港中文大學教職員中個別教師及成員的聘任、晉升

及其他事務的事宜；
（ii）	 影響個別學生的取錄及學業評核的事宜；
（iii）	 開支預算及其他與香港中文大學財政有關的事宜。

	 對於某項事宜是否屬上述各保留事項之一，如有疑問，可由教務會
主席或教務會所設立的委員會的主席或教務會所設立的其他團體
的主席（視屬何情況而定）作出決定，而其決定為最終決定。（1988
年第251號法律公告）

6.	 教務長須就教務會會議的舉行向每名有權接收該會議通知的人士發出7天
書面通知，並將該會議的議程一併送交；如主席或任何4名與會的成員反
對，則不得處理任何不在議程內的事務。（1988年第251號法律公告）

7.	 教務會可為妥善處理其事務而訂立常規，並可在教務會任何會議上藉過
半數票而修訂或撤銷該等常規，但教務長須已就有關修訂或撤銷的建議，
向教務會成員發出不少於7天的書面通知。

8.	 教務會會議的法定人數為24人。（1988年第251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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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程15
學院及研究院

1.	 校長為每一學院的成員。（1994年第452號法律公告）
2.	 每名由教務會編配予一個或多於一個學院的教師，於在任期間亦為該學院

或該等學院的成員。（2002年第25號法律公告）
3.	 （1）	 除第（2）節另有規定外，每一學院的院長須由大學校董會委任，	

而─
（a）	 該項委任須根據校長在收納由按照大學校董會不時通過的

規例選出或指定的成員所組成的有關遴選委員會的意見後
作出的推薦而作出；

（b）	 該項委任的任期為5年或由大學校董會決定的一段較短時
間；

（c）	 該項委任須按大學校董會所決定的條款及條件作出；及
（d）	 在不抵觸（a）、（b）及（c）分節的條文下，該項委任須按照

大學校董會不時通過的規例作出。
（2）	 新設立的學院的首任院長須由大學校董會根據校長作出的推薦而	

委任，首任院長的任期為5年或由大學校董會決定的一段較短時
間，該項委任須按大學校董會所決定的條款及條件作出。

（3）	 每一學院的院長如獲校長推薦，均有資格再獲大學校董會委任，而
每次再獲委任的任期為5年或由大學校董會決定的一段較短時間，
但每名院長的任期（院長根據被《2007年香港中文大學規程（修訂）
（第2號）規程》（2007年第109號法律公告）（“《修訂規程》”）廢
除的第3及4段被選出而擔任院長的任期，不計算在內）的總長度不
得超逾10年。（2007年第109號法律公告）

4.	 根據被《修訂規程》廢除的第3或4段選出並在緊接《修訂規程》生效*前
仍擔任學院院長的學院院長須繼續留任，直至他現行的任期屆滿，或直至
他在現行任期屆滿之前離任。（2007年第109號法律公告）

5.	 每一學院每年須最少舉行會議一次，並有權討論任何與該學院有關的事
宜以及就該等事宜向教務會表達其意見。

6.	 每一學院須設立一個學院院務會，學院院務會由下列人士組成─
（a）	 校長；
（b）－（c）	（由1994年第452號法律公告廢除）
（d）	 院長，為該會的主席；
（da）	學院副院長及助理院長；（2010年第174號法律公告）
（e）	 學院內的每一學系的系主任、每一專業學院的專業學院院長及學科

主任；（1994年第452號法律公告；2010年第174號法律公告）
（ea）	按照教務會不時通過的規例指定在學院內代表不同教師職系的教

師，人數為教務會所決定者；（2010年第174號法律公告；2012年第
53號法律公告）

*	 生效日期：2007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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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由2010年第174號法律公告廢除）
（g）	 就各原有書院及逸夫書院而言，每一院務委員會的代表1名，該人須

為學院的成員；（1994年第452號法律公告；2007年第18號第5條）
（h）–（i）	（由2010年第174號法律公告廢除）
（j）	 由在學院全時間修讀香港中文大學學位認可課程的學生互選產生

的學生1名。（2010年第174號法律公告）
6A.	（1）	 根據第6（j）段選出的學生成員，須按教務會行使其絕對酌情決定

權決定的方式及任期選出。（2010年第174號法律公告）
（2）	 教務會可決定─

（a）	 是否容許學院院務會的學生成員參與會議中審議保留事項
的部分；及

（b）	 （如他們獲容許參與）他們參與的方式。
（3）	 該等獲容許參與會議中審議保留事項的部分的學生成員，可在教

務會決定的條件的規限下，取用和閱讀與該等事項有關的文件。
（4）	 就本則規程而言，保留事項即以下各項─

（a）	 影響香港中文大學教職員中個別教師及成員的聘任、晉升及
其他事務的事宜；

（b）	 影響個別學生的取錄及學業評核的事宜；
（c）	 開支預算及其他與香港中文大學財政有關的事宜。

	 如對某項事宜是否屬保留事項有疑問，可由學院院務會主席決定，
而其決定為最終決定。

（5）	 教務會可─
（a）	 將該會在第（2）及（3）節下的權力轉授予學院院務會；及
（b）	 施加規限行使被轉授的權力的條件。

（6）	 學院院務會可為妥善處理其事務而訂立常規。（2007年第38號法律
公告）

7.	 學院院務會須統籌學院內各學系及專業學院的活動，並具有審議和處理
各學系及專業學院就以下事項所提建議的職能─（1994年第452號法律
公告；2010年第174號法律公告）
（a）	 學位課程的內容；及
（b）	 修課範圍的細節。

8.	 研究院院長須由大學校董會根據校長的推薦而委任，任期由大學校董會
決定。

9.	 研究院院務會由下列人士組成─
（a）	 研究院院長，為該會的主席；
（b）	 各學院院長；
（c）	 研究院各學部的主任；
（d）	 圖書館館長；
（e）	 研究院宿舍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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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符合條例及規程的規定下，研究院院務會具有以下的權力及職責─
（a）	 就研究院所有課程向教務會提供意見；
（b）	 統籌研究院內各學部的活動；
（c）	 審議和處理各學部就課程的內容及修課範圍的細節所提出的建

議。

規程16
院務委員

1.	 大學校董會須根據一個委員會的推薦為每一書院初步委任6名院務委員，
而該委員會由下列人士組成─
（a）	 校長，為該委員會的主席；
（b）	 教授3名，由有關書院的現任教職員中的教授指定；及（2010年第174

號法律公告）
（c）	 副教授或助理教授3名，由有關書院的現任教職員中屬該等職系的

教職員指定。（2010年第174號法律公告）
	 獲如此委任的6名院務委員中，最少3人須為有關書院的現任教職員。
2A.	就各原有書院及逸夫書院而言，每一書院的院務委員會由根據第1段委任

的有關書院的院務委員連同該書院的院長組成。（2007年第18號第5條）
2B.	 就各新增書院而言，每一書院的院務委員會由根據第1段委任的有關書院

的院務委員組成。（2007年第18號第5條）
3.	 就各原有書院及逸夫書院而言，書院的院務委員會主席由有關書院的院長

出任。（2007年第18號第5條）
4.	 在符合第6段的規定下，每一書院的院務委員會可從編配予有關書院的香

港中文大學教務人員當中，選出額外的院務委員加入院務委員會。
5.	 院務委員的任期為5年，並有資格再度出任院務委員。
6.	 就各原有書院及逸夫書院而言，每一書院的院務委員會須─
（a）	 選出1名院務委員出任大學校董；及
（b）	 於有需要時選出6名不同學術資歷的院務委員，出任根據規程9第	

1段組成的委員會成員。（2007年第18號第5條）
6A.	每一書院的院務委員會須負責─
（a）	 安排編配予有關書院的學生的導修課、教牧輔導及學生為本教學；
（b）	 監管有關書院內為某些學生而設的宿舍；及
（c）	 維持有關書院的紀律。（2007年第18號第5條）

7.	 院務委員會可為妥善處理其事務而訂立常規。

規程17
學系

1.	 每一學系由校長及所有編配予該學系的教師組成。
2.	 每一學系的系主任須由大學校董會根據教務會的推薦而委任，任期由大學

校董會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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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每一學系須設立一個系務會，系務會由下列人士組成─
（a）	 校長；
（aa）	有關學系所屬學院的院長；（1995年第101號法律公告）
（b）	 有關學系的系主任，為系務會的主席；（2012年第53號法律

公告）
（c）	 所有教授、副教授及助理教授，及由大學校董會所決定的其

他教師而其職系是與編配予學系或專業學院的教師相同或
相等者；及（2012年第53號法律公告）

（d）	 按照教務會不時通過的規例指定該等代表非屬（c）分節指
明編配予學系或專業學院教師職系的教師，人數為教務會所
決定者。（2012年第53號法律公告）

（2）	 對教導修讀某學系範圍內的課程的學生有重大貢獻但並非編配予
該學系的教師，經該學系系務會提名及教務會批准後，即成為該系
務會成員。（2002年第25號法律公告）

（3）	 學系系務會可酌情提名其認為適合的學生出任學生成員，任期由系
務會行使其絕對酌情決定權而決定。（1996年第478號法律公告；
2006年第5號法律公告）

（4）	 教務會可決定─
（a）	 是否容許系務會的學生成員參與會議中審議保留事項的部

分；及
（b）	 （如他們被容許參與）他們參與的方式。（2006年第5號法

律公告）
（5）	 被容許參與會議中審議保留事項的部分的該等學生成員，可在

教務會決定的條件規限下，取用和閱讀與該等事項有關的文件。
（2006年第5號法律公告）

（6）	 就本則規程而言，保留事項即以下各項─
（a）	 影響香港中文大學教職員中個別教師及成員的聘任、晉升

及其他事務的事宜；
（b）	 影響個別學生的取錄及學業評核的事宜；
（c）	 開支預算及其他與香港中文大學財政有關的事宜。

	 如對某項事宜是否屬保留事項有疑問，可由系務會主席決定，而其
決定為最終決定。（2006年第5號法律公告）

（7）	 教務會可─
（a）	 將該會在第（4）及（5）節下的權力轉授予學系系務會；及
（b）	 施加規限行使被轉授的權力的條件。（2006年第5號法律	

公告）
3A.	學系系務會可為妥善處理其事務而訂立常規。（2006年第5號法律公告）
4.	 學系系務會的職責是就學系範圍內的課程、校內和校外考試委員的委任及

教務會要求系務會提供意見的其他事宜，向教務會提供意見。
5.	 學系須執行大學校董會不時根據教務會的建議所決定的其他職能及職責。

（1994年第452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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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程18
校友評議會

（2005年第10號第27條）

1.	 香港中文大學設有校友評議會，由所有名列校友評議會名冊的人士組成。
2.	 香港中文大學的所有畢業生均有權名列校友評議會名冊︰
	 但獲頒授榮譽學位的人士不得僅憑此而成為校友評議會成員，惟他們可

獲校友評議會選舉出任校友評議會成員。
3.	 任何在香港中文大學成立那學年取得由專上學院統一文憑委員會發出的

文憑的人士，均有權名列校友評議會名冊。
3A.	任何人如在香港中文大學成立日期前已獲取錄為某原有書院的註冊學生，

並已在該原有書院修讀一項為期不少於4年的課程，以及在圓滿地符合就
該項課程所訂明的一切規定後，取得由該原有書院或由專上學院統一文憑
委員會發出的文憑，則可向香港中文大學教務長登記，以將其姓名載入校
友評議會名冊。（1993年第167號法律公告）

3B.	 任何人如在獲取錄為某學院或專業學院的註冊研究生後，修讀一項為期
不少於1學年的認可課程，並在圓滿地符合就該項課程所訂明的一切規定
後，獲教務會頒授研究院文憑，則可向香港中文大學教務長登記，以將其
姓名載入校友評議會名冊。（1993年第167號法律公告）

4.	 校友評議會須從其成員當中選出一名主席，並可選出一名副主席，他們各
別的任期由校友評議會決定。成員如非通常在香港居住，則沒有資格被選
舉出任主席或副主席。退任的主席或副主席有資格再被選舉。

5.	 如主席或副主席的職位出現臨時空缺，校友評議會須選出其一名成員填
補該空缺，而如此選出的人，任期以其前任人餘下的任期為限。

6.	 （由1994年第243號法律公告廢除）
7.	 （1）	 除第（2）節另有規定外，校友評議會須由大學校董會指定的某個日

期起，選出其成員出任大學校董，人數由大學校董會不時決定，但
不得超逾3名。

（2）	 任何校友評議會成員如憑藉規程3而出任或成為香港中文大學成
員，除非該校友評議會成員只憑藉該則規程（m）分節而出任香港
中文大學成員，而並非同時憑藉該則規程的任何其他分節而出任香
港中文大學成員，則沒有資格根據第（1）節被選舉出任或繼續出任
大學校董，但即使有上述規定，根據第（1）節選出的校友評議會成
員，儘管同時憑藉規程3（f）及（m）分節而出任香港中文大學成員，
只要該校友評議會成員仍然只憑藉規程11第1（n）段而出任大學校
董，而並非同時憑藉該則規程其他各段的任何條文而出任大學校
董，則該校友評議會成員得繼續出任大學校董並有資格再被選舉。
（1996年第327號法律公告；1997年第481號法律公告）

8.	 在大學校董會決定的某個日期後，校友評議會每一公曆年須最少舉行會
議一次，而舉行會議的通知須於會議日期4個星期前發出。任何成員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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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上提出審議任何事務，須遞交一份書面陳述，該書面陳述須於會議日
期前最少2個星期送抵校友評議會秘書，並以動議形式列明擬提交審議的
議題或各項議題。（1994年第548號法律公告）

9.	 校友評議會會議的法定人數，為大學校董會於校友評議會作出報告後所
訂明者。

10.	 校友評議會的章程、職能、特權及其他與校友評議會有關的事宜，須經大
學校董會批准。（2005年第10號第27條）

規程19
教務人員

香港中文大學的教務人員由下列人士組成─
（a）	 校長；
（b）	 副校長；
（c）	 各原有書院的及逸夫書院的院長；（2007年第18號第5條）
（d）	 教師；
（e）	 圖書館館長；及
（f）	 大學校董會根據教務會的推薦而訂明的其他人士。

規程20

（由2010年第174號法律公告廢除）

規程21
榮譽及榮休教授

（2010年第174號法律公告）

1.	 大學校董會可聘任榮譽教授，亦可將榮休教授的名銜頒授予任何已退任
的教授，但作出上述聘任或頒授須獲得教務會的推薦。（2010年第174號	
法律公告）

2.	 榮譽或榮休教授不得當然成為教務會、任何學院、學系或專業學院的成
員。（1994年第452號法律公告；2010年第174號法律公告）

規程22
某些主管人員及教務人員的退休

校長、副校長及所有其他受薪的主管人員及教師─
（a）	 須在不遲於年滿60歲的日期後首個7月31日離任，但如大學校董會

有最少三分之二與會校董表決通過，要求該人在應離任日期後的一
段由大學校董會不時決定的期間繼續留任，則屬例外；或

（b）	 可於年滿55歲後至年滿60歲前的任何時間退休，但於年滿55歲後
至年滿60歲前的任何時間須按大學校董會的指示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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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程23
辭職

任何人欲辭去任何職務或退出任何團體，須藉書面通知行事。

規程24
免職、罷免成員身分或免任

1.	 大學校董會可基於第2段所界定的好的因由，將司庫免職以及罷免任何大
學校董（主席及根據規程11第1（k）及（l）段獲委任的人士除外）的大學校
董身分。

2.	 在第1段中，“好的因由”（Good	cause）指─
（a）	 被裁定犯了任何刑事罪行，而該罪行是大學校董會所斷定為屬不道

德、醜聞或可恥性質的；
（b）	 在身體或心智方面實際上無行為能力，而該無行為能力的情況是大

學校董會所斷定為妨礙有關主管人員或大學校董妥善執行其職責
的；或

（c）	 大學校董會所斷定為屬不道德、醜聞或可恥性質的任何行為。
3.	 大學校董會可基於第5段所界定的好的因由，將校長、副校長、各原有書院

的及逸夫書院的院長、任何教授、秘書長、教務長、圖書館館長、財務長及
其他由大學校董會所聘出任教務或行政職位的人士免任。（2002年第23號
第64條；2007年第18號第5條；2010年第174號法律公告）

4.	 大學校董會作出上述免任前，可委出一個由大學校董會主席、2名大學校董
及3名教務會成員組成的委員會，審查有關的投訴並就此向大學校董會作
出報告；如有關人士或任何3名大學校董提出要求，則大學校董會必須在作
出上述免任前委出該委員會。

5.	 在第3段中，“好的因由”（Good	cause）指─
（a）	 被裁定犯了任何刑事罪行，而大學校董會於考慮（如有需要）第4段

提述的委員會所作的報告後，認為該罪行是屬不道德、醜聞或可恥
性質的；

（b）	 在身體或心智方面實際上無行為能力，而大學校董會於考慮（如有
需要）第4段提述的委員會所作的報告後，認為該無行為能力的情
況令有關人士不適合執行其職責；

（c）	 屬不道德、醜聞或可恥性質的行為，而大學校董會於考慮（如有需
要）第4段提述的委員會所作的報告後，認為該行為令有關人士不
適合繼續任職；

（d）	 大學校董會於考慮（如有需要）第4段提述的委員會所作的報告後，
認為屬構成沒有執行或無能力執行其職責的行為，或屬構成沒有遵
從或無能力遵從其任職條件的行為。

6.	 除基於第5段所界定的好的因由以及依據第4段所指明的程序行事外，第3
段所提述的人士不得被免任，但如其聘任條款另有規定則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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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程25
學生及特別生

1.	 學生除非符合以下條件，否則不准修讀香港中文大學學士學位的認可課
程─
（a）	 經香港中文大學取錄入學；
（b）	 經註冊為香港中文大學的錄取生；及
（c）	 已符合規例所訂明的該課程取錄學生的其他條件。

2.	 學生除非符合以下條件，否則不准修讀設有香港中文大學證書、文憑或高
級學位的認可深造課程或從事設有香港中文大學證書、文憑或高級學位的
認可研究─
（a）	 經香港中文大學取錄入學；
（b）	 經註冊為香港中文大學的研究生；及
（c）	 已符合規例所訂明的該課程取錄學生的其他條件。

3.	 學生除非符合以下條件，否則不准修讀不設香港中文大學學位或文憑的
認可課程或從事不設香港中文大學學位或文憑的認可研究─
（a）	 經註冊為香港中文大學的特別生；及
（b）	 已符合規例所訂明的該課程取錄學生的其他條件。

4.	 每名學生均須接受香港中文大學的紀律管制。
5.	 香港中文大學可要求任何學生繳付大學校董會所不時釐定的費用，亦可收

取該等費用。
6.	 教務會須不時訂定申請人被香港中文大學錄取所須符合的規定。
7.	 香港中文大學可設有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其章程須經大學校董會批准。
8.	 每一書院可設有學生會，其章程須經大學校董會根據有關書院的院務委員

會的建議予以批准。

規程26
學位及其他資格頒授

1.	 （1）	 香港中文大學可向符合以下條件的學生頒授第2（1）段訂明名稱的	
任何學位─（1981年第31號法律公告；1989年第121號法律公	
告；2006年第6號法律公告）
（a）	 已修讀一項認可課程；
（b）	 已通過適當的考試或各項適當的考試；及
（c）	 已在所有其他方面符合就頒授學位而訂明的規定。

（2）	 香港中文大學可向任何對於促進任何學科的發展有卓越貢獻的人
士頒授第2（2）段訂明名稱的學位，或向在其他方面值得香港中文
大學向其頒授該等學位的人士頒授學位。（1981年第31號法律公
告；1989年第121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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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中文大學可頒授的學位名稱如下─
（1）	 （a）	 （2006年第6號法律公告）

工商管理學士（B.B.A.）
工程學士（B.Eng.）（1991年第114號法律公告）
內外全科醫學士（M.B.,	Ch.B.）
文學士（B.A.）
中醫學學士（B.Chi.Med.）（1999年第2號法律公告）
社會科學學士（B.S.Sc.）
法學士（LL.B.）（2006年第6號法律公告）
建築學士（B.Arch.）（1991年第114號法律公告）
教育學士（B.Ed.）
理學士（B.Sc.）
醫學科學學士（B.Med.Sc.）（1990年第55號法律公告）
藥劑學士（B.Pharm.）（1991年第114號法律公告）
護理學士（B.Nurs.）（1991年第114號法律公告）

（b）	 （2006年第6號法律公告）
工商管理碩士（M.B.A.）
工程碩士（M.Eng.）（1991年第114號法律公告）
公共衞生碩士（M.P.H.）（2007年第233號法律公告）
文學碩士（M.A.）
中醫學碩士（M.Chi.Med.）（2000年第357號法律公告）
社會工作碩士（M.S.W.）
社會科學碩士（M.S.Sc.）
法學碩士（LL.M.）（2006年第6號法律公告）
音樂碩士（M.Mus.）（1994年第453號法律公告）
建築碩士（M.Arch.）（1991年第114號法律公告）
城市規劃碩士（M.C.P.）（1994年第453號法律公告）
家庭醫學碩士（M.F.M.）（2003年第114號法律公告）
哲學碩士（M.Phil.）
神道學碩士（M.Div.）（2006年第43號法律公告）
教育碩士（M.Ed.）
產科護理碩士（M.Mid.）（1999年第103號法律公告）
健康科學碩士（M.H.Sc.）（2007年第38號法律公告）
專業會計學碩士（M.P.Acc.）（2002年第97號法律公告）
理學碩士（M.Sc.）
會計學碩士（M.Acc.）（1997年第481號法律公告）
臨牀藥劑學碩士（M.Clin.Pharm.）（1997年第481號法律公告）
職業醫學碩士（M.O.M.）（2003年第213號法律公告）
藝術碩士（M.F.A.）（1994年第453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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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科學碩士（M.N.Sc.）（2010年第174號法律公告）
護理碩士（M.Nurs.）（1995年第323號法律公告）
（2007年第233號法律公告）

（c）	 法律博士（J.D.）（2006年第6號法律公告）
（d）	 （2006年第6號法律公告）

工商管理博士（D.B.A.）
心理學博士（Psy.D.）（2006年第6號法律公告）
文學博士（D.Lit.）
社會科學博士（D.S.Sc.）（1989年第121號法律公告）
音樂博士（D.Mus.）（1994年第453號法律公告）
哲學博士（Ph.D.）
教育博士（Ed.D.）（1997年第481號法律公告）
理學博士（D.Sc.）
醫學博士（M.D.）
護理博士（D.Nurs.）（2010年第174號法律公告）

（2）	 榮譽學位
榮譽文學博士（D.Lit.	honoris	causa）
榮譽社會科學博士（D.S.Sc.	honoris	causa）
（1989年第121號法律公告）
榮譽法學博士（LL.D.	honoris	causa）
榮譽理學博士（D.Sc.	honoris	causa）

3.	 學生除非是以香港中文大學錄取生的身分修讀認可課程，否則不得獲頒
授學士學位。（1991年第114號法律公告）

4.	 教務會可接受學生在教務會為此目的而認許的另一所大學或高等學府以註
冊學生身分修讀的某段時間，作為該學生為取得學士學位的資格而需修讀
的時間的一部分︰（1991年第114號法律公告；1994年第453號法律公告）
	 但該名學生除非符合以下條件，否則不得獲頒授學士學位─
（a）	 以香港中文大學錄取生的身分修讀一項認可課程，為期最少2學

年；及（1991年第114號法律公告；1994年第453號法律公告；2007年
第233號法律公告）

（b）	 以香港中文大學錄取生的身分修讀的時間及在另一所大學或高等
學府以註冊學生身分修讀的時間合計不少於3學年。（1994年第453
號法律公告；2007年第233號法律公告）

（c）	 （由2007年第233號法律公告廢除）
5.	 教務會可接受教務會為此目的而認許的另一所大學或高等學府所發出的

學科修業合格證書，藉以豁免證書持有人參加香港中文大學就該學科舉
行的任何學士學位考試。（1994年第453號法律公告）

6.	 除第10及11段另有規定外，任何學院的任何人除非於符合有關學院在頒授
學士學位方面的規定後，或於按第9段的條款獲取錄為研究生後，修讀一
項認可課程或從事一項認可研究，為期最少12個月，否則不得獲頒授碩士
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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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除第10及11段另有規定外，任何人除非符合以下條件，否則不得獲頒授任
何學院的哲學博士學位─
（a）	 於符合有關學院在頒授學士學位方面的規定後，或於按第9段的條

款獲取錄為研究生後，以香港中文大學學生的身分從事一項認可研
究，為期最少24個月；及

（b）	 已呈交論文，而該論文經考試委員證明在促進對有關學科的認識和
了解方面有顯著貢獻，以及藉着新論據的發現或獨立批判能力的運
用而顯示其創見。

8.	 除第10及11段另有規定外，任何人除非符合以下條件，否則不得獲頒授文
學博士學位、理學博士學位、社會科學博士學位、工商管理博士學位或醫
學博士學位─（1981年第31號法律公告）
（a）	 已成為香港中文大學的畢業生不少於7年；及
（b）	 考試委員認為該名人士對於促進其所修學科的發展有持續而顯著

的貢獻。
9.	 （1）	 在另一所大學畢業的人士，或在香港中文大學成立日期前以崇基學

院、聯合書院或新亞書院的註冊學生身分取得由上述各書院或代上
述各書院發出的文憑或證書的人士，可獲豁免符合香港中文大學錄
取學生的規定，並可獲取錄為研究生，修讀碩士或博士學位課程，
但須符合規程所訂明的條件及根據規程而訂立的校令和規例所訂
明的條件。

（2）	 任何人─
（a）	 在專上教育機構完成一項課程，並持有與學位同等的專業或

類似的資格；及
（b）	 符合規程所訂明的其他規定以及根據規程而訂立的校令及

規例所訂明的其他規定，
	 經教務會批准後，可獲豁免符合香港中文大學錄取學生的規定，並

可獲取錄為研究生。
10.	 教務會可建議向香港中文大學的任何教務人員頒授任何學院的碩士學位

或博士學位，並可為此目的而豁免該人符合在頒授學位方面所訂明的任何
規定，但有關學位的考試的規定則除外。

11.	 大學校董會可建議頒授榮譽碩士學位或榮譽博士學位而不要求有關人士
上課或考試：（1981年第31號法律公告）

	 	但持有榮譽學位的人士不得因取得該學位而有權從事任何專業。
12.	 大學校董會在建議頒授榮譽碩士學位或榮譽博士學位前，必須先考慮由

下列人士組成的榮譽學位委員會所呈交的建議─
（a）	 監督；
（b）	 校長；
（c）	 各原有書院的及逸夫書院的院長；（2007年第18號第5條）
（d）	 大學校董會主席；
（e）	 大學校董會所指定的大學校董2名；及
（f）	 由教務會成員互選產生的成員4名。（2007年第18號第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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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香港中文大學可向以下人士頒授文憑及證書─
（a）	 符合以下條件的學生─

（i）	 已修讀一項認可課程；
（ii）	 已通過適當的考試或各項適當的考試；及
（iii）	 已在所有其他方面符合就頒授文憑及證書而訂明的規定；

及
（b）	 上文（a）分節所規定的人士以外的、被教務會當作具備適當資格獲

頒授該等文憑及證書的人士，但該等人士須符合以下條件─
（i）	 已在香港的一間或多於一間獲教務會為此目的而認許的教

育機構修讀一項有關課程；及
（ii）	 已通過適當的香港中文大學考試或各項適當的香港中文大

學考試。
14.	 任何人如被裁定犯了可逮捕的罪行，或被教務會認為曾作出不名譽或屬醜

聞性質的行為，教務會可撤回該人的香港中文大學學位、文憑、證書或其
他資格頒授，但該人有權就教務會的決定向大學校董會提出上訴，亦有權
就大學校董會的決定向監督提出上訴。

規程27
考試

香港中文大學的考試，須按照教務會不時訂立的規例舉行。（2007年第233
號法律公告）

規程28
引稱

規程可引稱為《香港中文大學規程》。

附表2
（已失時效而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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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第20（2）條〕

（2007年第18號第5條）

原有書院的書院校董會的 
章程及權力

（2007年第18號第5條）

1.	 釋義
在本附表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大學校董會”（Council）指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
“主席”（Chairman）指每一書院校董會的主席；
“書院”（College）指原有書院，而“各書院”（Colleges）須據此解釋；（1986年

第59號第4條）
“書院校董會”（Boards	 of	 Trustees）指根據第2段成立為法團的各書院校	

董會。

2.	 書院校董會成立為法團
（1）	 崇基學院設有書院校董會，該校董會是一個法人團體，名為“The	

Trustees	of	Chung	Chi	College”，並以該名稱永久延續，可起訴與被起訴，並須
備有和使用法團印章。
（2）	 聯合書院設有書院校董會，該校董會是一個法人團體，名為“The	

Trustees	of	The	United	College	of	Hong	Kong”，並以該名稱永久延續，可起訴
與被起訴，並須備有和使用法團印章。
（3）	 新亞書院設有書院校董會，該校董會是一個法人團體，名為“The	

Trustees	 of	 New	Asia	 College”，並以該名稱永久延續，可起訴與被起訴，並須
備有和使用法團印章。

3.	 書院校董會的權力及職責
（1）	 每一書院校董會須為其所屬書院的利益而以信託形式持有並管理

根據第7段歸屬有關書院校董會的動產，亦須為香港中文大學的利益而以信託
形式持有作為根據附表2*第2段所訂協議的標的之建築物。
（2）	 除第（3）節另有規定外，每一書院校董會可為執行第（1）節所指信

託而行使《受託人條例》（第29章）賦予受託人的權力。
（3）	 沒有大學校董會事先批准，任何書院校董會不得為有關書院的利益

而接受任何饋贈，而大學校董會在給予批准時可附加其認為適合的條件。
（4）	 每一書院校董會須就其處理事務的程序、其目標的達成及職責的

履行以及有關在會議上維持良好秩序的事宜，訂立書面規定。

*	 有關附表2的內文，見法例編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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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崇基學院的書院校董會須─
（a）	 就神學組教職員的委任，或繼承神學組負責神學教育的香

港中文大學部門教職員的委任，包括神學組主任（或同等職
位）及神學樓學生宿舍舍監的委任，經行政與計劃委員會向
大學校董會作出推薦；

（b）	 分配私人資金所提供的資源，以推廣神學教育，包括神學樓
的保養；

（c）	 設立院牧職位並作出委任；及
（d）	 就一切與神學教育有關的重大政策事宜，向教務會提供	

意見，
	 而該書院校董會亦可將履行本節委予該書院校董會的職能及職責

的權力，轉授予其委出的神學校董會。

4.	 書院校董會的組成人員
（1）	 在緊接本條例生效前出任崇基學院校董的人士，在本條例生效時

即成為根據第2（1）段成立為法團的崇基學院書院校董會的校董。
（2）	 在緊接本條例生效前出任聯合書院校董的人士，在本條例生效時

即成為根據第2（2）段成立為法團的聯合書院書院校董會的校董。
（3）	 在緊接本條例生效前出任新亞書院校董的人士，在本條例生效時

即成為根據第2（3）段成立為法團的新亞書院書院校董會的校董。
（4）	 任何在本條例生效時出任或成為書院校董的人士均可退任，但如

任何人的退任會導致有關書院校董會的校董人數減少至4人以下，則該人不得
退任。
（5）	 書院校董會的校董空缺須不時以該書院校董會未曾成立為法團

時可用以委任新校董的合法方法填補，並且在不損害前述條文的一般性的原
則下，《受託人條例》（第29章）第42條對新校董的委任適用。（1986年第59號	
第4條）

5.	 向公司註冊處處長登記
（1）	 每一書院校董會須向公司註冊處處長遞交─

（a）	 書院校董會主要辦事處地址的通知及更改該地址的通知；
（b）	 一份經主席核證為正確的載有書院校董的姓名及地址的名

單及經如此核證的對該名單所作的任何更改；及
（c）	 一份經主席核證為正確的根據第3（4）段訂立的書面規定的

文本及經如此核證的對該等規定所作的任何更改的文本。
（2）	 按照第（1）（a）及（b）節作出的通知，須─

（a）	 在本條例生效後3個月內作出；及
（b）	 於其後在作出任何更改後28天內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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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據第（1）（c）節作出的通知，須在根據第3（4）段訂立任何書面規
定後28天內作出，或在對該等規定作出任何更改後28天內作出。
（4）	 任何人可在公司註冊處處長的辦事處查閱任何根據本段登記的	

文件。
（5）	 登記或查閱本段所提述的任何文件，須繳付費用$5。

6.	 帳目
每一書院校董會每年均須擬備並向大學校董會交出其經審計的帳目，帳目

的格式及交出帳目的時間由大學校董會決定。

7.	 過渡性條文
在本條例生效時─
（a）	 每一書院以信託形式持有或由他人以信託形式為其持有的所有動

產，以及由各書院或代各書院在香港中文大學院校範圍以外所持有
的所有不動產，均無須再作轉易而按照其持有人當時持有該等財產
所按照的相同信託以及相同條款及條件（如有的話），歸屬有關書
院的書院校董會；

（b）	 各書院就根據（a）分節歸屬各書院校董會的財產所享有或承擔的
一切權利、特權、義務和法律責任，由每一書院的校董會繼承。

8.	 （由1986年第59號第4條廢除）	
（1986年第59號第4條）

附表4
〔第20（3）條〕

逸夫書院的書院校董會的 
章程及權力

（2007年第18號第5條）

1.	 釋義
在本附表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大學校董會”（Council）指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
“主席”（Chairman）指書院校董會主席；
“書院校董會”（Board	 of	 Trustees）指根據第2段成立為法團的逸夫書院校	

董會；
“籌劃委員會”（Planning	Committee）指大學校董會根據第10（1）條設立的

逸夫書院籌劃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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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書院校董會成立為法團
逸夫書院設有書院校董會，該校董會是一個法人團體，名為“The	Trustees	

of	 Shaw	College”，並以該名稱永久延續，可起訴與被起訴，並須備有和使用法
團印章。

3.	 書院校董會的權力及職責
（1）	 書院校董會須為逸夫書院的利益而以信託形式持有並管理香港中

文大學轉歸書院校董會的動產。
（2）	 除第（3）節另有規定外，書院校董會可為執行第（1）節所指的信託

而行使《受託人條例》（第29章）賦予受託人的權力。
（3）	 沒有大學校董會事先批准，書院校董會不得為逸夫書院的利益而接

受任何饋贈，而大學校董會在給予批准時可附加其認為適合的條件。
（4）	 書院校董會須就其處理事務的程序、其目標的達成及職責的履行、

其校董的委任和退任以及有關在會議上維持良好秩序的事宜，訂立書面規定。

4.	 （1）	在緊接《香港中文大學（公布逸夫書院）條例》（第1139章）生效
前出任籌劃委員會成員的人士，在該條例的生效時即成為書院校董。
（2）	 根據第（1）節成為書院校董的人士，任期由《香港中文大學（公布

逸夫書院）條例》（第1139章）生效時起計為1年，並且除根據第3（4）段訂立的
書面規定另有規定外，該等校董均有資格再獲委任。
（3）	 任何在《香港中文大學（公布逸夫書院）條例》（第1139章）生效時

出任或成為書院校董的人士均可退任，但如任何人的退任會導致書院校董會
的校董人數減少至4人以下，則該人不得退任。
（4）	 書院校董會的校董空缺須不時按照在第3（4）段下訂立的書面規定

填補，或不時以書院校董會未曾成立為法團時可用以委任新校董的合法方法填
補，並且在不損害前述條文的一般性的原則下，《受託人條例》（第29章）第42
條對新校董的委任適用。

5.	 向公司註冊處處長登記
（1）	 書院校董會須向公司註冊處處長遞交─

（a）	 書院校董會主要辦事處地址的通知及更改該地址的通知；
（b）	 一份經主席核證為正確的載有書院校董的姓名及地址的名

單及經如此核證的對該名單所作的任何更改；及
（c）	 一份經主席核證為正確的根據第3（4）段訂立的書面規定的

文本及經如此核證的對該等規定所作的任何更改的文本。
（2）	 按照第（1）（a）及（b）節作出的通知，須─

（a）	 在《香港中文大學（公布逸夫書院）條例》（第1139章）生效
後3個月內作出；及

（b）	 於其後在作出任何更改後28天內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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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據第（1）（c）節發出的通知，須在根據第3（4）段訂立任何書面規
定後28天內作出，或在對該等規定作出任何更改後28天內作出。
（4）	 任何人可在公司註冊處處長的辦事處查閱任何根據本段登記的	

文件。
（5）	 登記或查閱本段所提述的任何文件，須繳付費用$5。

6.	 帳目
書院校董會每年須擬備並向大學校董會交出其經審計的帳目，帳目的格式

及交出帳目的時間由大學校董會決定。（1986年第59號第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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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規則

凡香港中文大學學生必須遵守大學所訂之一切條例與規則，如需詳細了解，4
請瀏覽下列網頁：

 � www.cuhk.edu.hk/adm/handbook/regu_c.pdf

44 全日制本科課程入學規則

 � www.cuhk.edu.hk/aqs/handbook/ug_student_handbook.htm

44 全日制本科生學則（為入讀不同學制及課程的學生而設）
44 兼讀制本科生總學則
44 特別生學則
44 大學圖書館系統規章
44 考試試場規則

 � www.cuhk.edu.hk/policy/copyright/b5/

44 版權及知識產權

 � www.cuhk.edu.hk/policy/academichonesty/

44 學術著作誠信指引（英文版）

 � www.cuhk.edu.hk/policy/pdo/b5/

44 保障個人資料（私隱）

 � www2.cuhk.edu.hk/gss/GRGPS.html

44 研究生總學則（英文版）

 � www2.cuhk.edu.hk/gss/Reg_MD.php

44 醫學博士學位規則（英文版）

 � www2.cuhk.edu.hk/gss/Reg_DSc.php

44 理學博士學位規則（英文版）

大學有權不時對其規例、規則及程序作出適當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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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
教職員名錄





	 教職員名錄	 271

第
八
部

教職員名錄

香港中文大學的教職員名錄（包括榮休教授及名譽教學人員）
已上載至 www.cuhk.edu.hk/iso/staff list/。

各學系／部門／單位的網頁亦載有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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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使命
在各個學科領域，全面綜合地
進行教學與研究，提供公共服
務，致力於保存、創造、應用
及傳播知識，以滿足香港、全
中國，以至世界各地人民的需
要，並為人類的福祉作出貢獻。

我們的願景
努力成為香港、全國及國際公
認的第一流研究型綜合大學，
並使我校建立於雙語及跨文化
傳統的學生教育、學術成果及
社會貢獻，均保持在卓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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